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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
肺炎疫情近

日持續緩和，特區政府決定由明日起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容許食肆堂食延長一小時至每晚 10 時前為止，
健身中心、按摩院、部分室內和戶外運動場所等獲有
條件重開，但遊戲機中心、泳池、派對房間、卡拉
OK、夜店等繼續關閉，限聚令則維持最多兩人，為
期 7 天。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會因應
疫情的最新發展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結果，決定是
否進一步放寬。多個重開的行業表示，會根據政府要
求加強衞生，同時會鼓勵員工接受檢測，提升市民使
用有關服務的信心，令經濟盡快重上正軌。

■政府決定由明日起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
交距離措施
，容許食肆堂食
延長一小時至每晚 10 時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堂食延至晚十 多行業重開紛響應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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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與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會見傳媒，公
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內容。陳肇始解釋，本港近

日的確診宗數雖然慢慢回落，但仍未算完全穩定下來，
故在回復社交及經濟活動時必須審慎行事，並決定明日
（4日）
起逐步有序地放寬有關措施（見表），為期7天。

陳肇始：維持餐枱限兩人
■政府表示，將因應普檢結果調整限聚政策。

食肆

經營健身中心的 Steve 表示，理解政府因應疫情關閉
部分處所，「被關閉也是無可厚非，只希望政府能提供
經濟援助。」他又認為，從業員接受檢測，可以令市民
更安心使用服務，也盡了公民責任，「但不會強制員工
檢測，因為要睇佢哋的個人意願。」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邱益忠指出，5
月至 9 月是健身行業的旺季，故即使健身場所能重開，
今年業界生意額亦按年跌至少六成。

潘小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嚴控關口影
響各行業運作，「以我為例，
原本不時要到內地入貨，現時
往返兩地前後要隔離 28 天，
所以好耐沒有北上補貨。猶幸
疫情下美容院沒有生意，沒有
貨影響也不是特別嚴重！」
她表示，昨日的檢測過程順
利，「毋須等候就即時獲安排
採樣，而且中心內每個檢測站
之間都有一定距離，完全不擔
心會出現交叉感染。」她認
為，市民舉手之勞已能為重啟
經濟作出重大貢獻，「何樂而
不為？」

資料圖片

◆堂食安排延長一小時至每晚10時為止，每枱最多限坐兩人，每枱之間至
少保持1.5米距離

◆除淋浴或飲食外，須一直佩戴口罩；

健身中心

◆每一健身站、器械和器材不能容納多於4人，每次使用器械後要清潔消毒；
◆連教練在內，每一小組訓練或課堂不得超過4人；
◆所有人保持1.5米距離

遊樂場所

◆除淋浴外，須一直佩戴口罩；

（除溜冰場繼續關閉）

◆每張桌球枱及每條球道不可多於4人使用

按摩院

◆只能為已預約的客人提供服務；
◆每一個被分隔的服務範圍不能容納多於兩人等，床位或座位亦要相隔
1.5米或有隔板阻隔
◆羽毛球場、乒乓球室、室內草地滾球場、保齡球場、桌球及撞球室、網
球場、室內射擊場、高爾夫練習場及攀石牆等可開放，惟任何人（除淋
浴外）須一直佩戴口罩；以及不可有多於4人的群組。

部分室內
運動場所

◆部分戶外運動場所：運動場的跑道、網球場和網球練習場、高爾夫球
場、草地滾球場、射擊場、射箭場、單車公園、騎術學校、無線電控制
模型飛機場和海上活動中心等可開放，惟任何人身處體育處所內在運動
前及運動後須一直佩戴口罩（除淋浴外）；
◆以及對於超過兩人的群組，必須分成人數不超過兩人的小組及每個小組
之間的距離至少為1.5米等。

繼續關閉的處所

限聚令

◆遊戲機中心、浴室、公眾娛樂場所（除電影院）、派對房間、夜總會、
卡拉OK場所、麻將天九耍樂處所及泳池
◆維持最多兩人
◆生效日期：明天（4日）零時零分起

准員工上班時間去採樣

九龍灣展貿中心的檢測中心
因為位於寫字樓區，吸引不
少打工仔及老闆做檢測。公
司老闆洪先生表示十分支持
計劃，「會叫同事盡量預約
做檢測，容許他們（員工）
（於上班時間）出來取樣，
反應都普遍熱烈的，因為這
都是大家的責任。」
上班族鄧先生亦到場參與
取樣，他說，公司容許及鼓
勵員工做檢測，「自願性質，沒有特定
叫你做檢測。」另一名上班族羅先生表
示，公司分批讓同事到場做檢測，「今
日（昨日）有幾個同事來（做檢測），
明日再來多幾個。」
他認為檢測中心位置方便上班族，「對
於唔喺呢區返工的人，位置不是太方便，
所以沒有太多區外人。」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餐飲業更盼放寬人數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特區
政府昨日宣布明天起延長食肆堂食時間
一個小時，即由晚上9時延至10時。有
食肆和食客對進一步放寬限制表示歡
迎，但認為放寬人數上限會更好，而香
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認為，有關
措施對中小型食肆幫助較大，可多做一
輪生意，估計生意額增加一成，但對大
型食肆如酒樓等幫助則較微。

■內地「火眼」檢測支援隊人員昨日在西區中山紀念公
園體育館換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健身業獲准有條件重開。

◆除面部護理，全程佩戴防護裝備，並在每次為一名客人提供服務後更換
或消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健身業：普檢盡公民責任

中新社

◆重開部分表列處所：

按摩業：鼓勵員工齊檢疫
多個重開的行業也響應，將鼓勵員工參與計劃，以提
升市民的信心。按摩業總會主席周鎮宇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業界已為復業作準備，包括聘請清潔公
司為場所作徹底消毒，也會作出較政府指引更高的防疫
措施，並呼籲從業員接受普及社區檢測，好讓市民更安
心使用服務。
周鎮宇表示，目前最緊要「止到血，員工有工開」。
他強調會做好防疫措施，「講得到，做得到，會按早前
向政府建議的指引去做，比政府的指引做得更多，例如
政府要求員工佩戴口罩、面罩或護目鏡，我哋會戴埋手
套等。」
按摩院經營者余靖浵指出，業界不少從業員因為早前
停業已離職或轉行，也有部分客人因應疫情，暫時未敢
前來光顧。她期望復業後，生意能回到疫情前約五成。

為使香港
盡快擺脫
新冠肺炎
陰霾、重
啟經濟動
■ 潘小姐
力，各行各業
的老闆帶頭接受普及社區檢
測。早前一度受第三波疫情暫
停營業的美容院東主潘小姐昨
日到沙田的檢測中心取樣，並
認為檢測有助掌握香港疫情的
真實情況，令政府可以在疫情
受控後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以及重開口岸，對經濟復甦十
分重要，故她鼎力支持。

期盼正常往返內地補貨

放 寬 限 聚 新 措 施

陳肇始指出，食肆堂食安排延長一小時是在聽取市民
聲音與業界意見，經評估後決定，但現階段未有條件將
每枱上限兩人的限制放寬，「因為如果放寬很多的話，
整體人流、整體的感染風險都會增加。」
同時，周五起健身中心、按摩院及指定體育場所等獲
有條件地重開。徐英偉指出，市民對於運動場所需求
大，當局要在容許市民運動及減低交叉感染風險之間取
得平衡，但籃球、足球、壁球等身體接觸比較多的運
動，相關場所仍未能重開。至於重開本地賽事方面，足
總已提交初步建議，讓個別幾支隊伍，以氣泡形式參與
比賽，局方正在審視該建議。
他重申，雖然近期確診個案減低，但仍然有源頭不明
個案，政府在完成普檢計劃後，於本月中考慮逐步開放
更多康文署場所及措施予市民。陳肇始也表示，限聚
令及其他社交距離措施能否進一步放寬，還看普檢計劃
的結果，並再次呼籲市民積極參與計劃以找出隱形患
者，截斷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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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堂食不必催客落單
黃家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昨在馬鞍山看到部分食肆有市
民排隊，但堂食人數減少一半，並有
一人一枱情況，認為放寬每枱人數亦
同樣重要，「人頭少咗，生意都係微
增。」
他續說，昨晚近 8 時在中式酒樓進
餐時，侍應提醒他「要落單啦，仲
有一個鐘就要收。」他坦言顧客被
催促下單，感受自然不佳，而該酒
樓 原 可 坐 200 人 ， 但 昨 晚 只 有 10 多
人，「有一家四口分咗兩張枱，爸
爸喺度兩邊走。」他因此建議晚巿

堂食時間可再放寬至凌晨，另外容
許每枱人數 4 至 6 人，指出相信只要
枱與枱分隔 1.5 米，做足防疫措施，
問題應該不大。

每晚可做三輪生意
香港文匯報亦訪問部分食肆，有食
肆東主認為延長晚巿堂食時間多一個
小時，絕對是好消息，「之前 6 點開
始晚市，做到 9 點，其實只係做到兩
輪生意，家可能會用網上預約系
統，應該可以做到三輪。」不過，麵

檔職員黃先生則認為堂食只延長多一
小時的幫助不大，因其麵店面積較
小，現限制每枱兩人，又要分隔 1.5
米，堂食客人有限，認為放寬食客人
數上限幫助更大。
食客陳先生也認為，延長一小時堂
食時間影響不大，「一家四口落嚟都
冇得坐埋一枱，不如買外賣返屋企，
如果同枱人數多返啲就會好啲。」
另一食客梁小姐表示她最遲 8 時許下
班，但朋友有時要輪更或者下班遲，
就不能一起用膳，現時放寬便可約友
人晚膳，大家可聊天，「人數限制唔
係太重要，因為同朋友一齊坐，隔住隔
板分開啲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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