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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類處所 9‧18 鬆綁 食肆堂食延至午夜

吧可蒲K可唱 泳池都重開
■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
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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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力抗新冠肺炎第三波逾兩個月以

九類處所 9‧18 鬆綁

來，昨日終迎來首次本地零確診。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連同多名司局長昨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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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因應本港最近疫情持續放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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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使政府更掌握香港疫
情，宣布將逐步有序放寬九類處所的防疫
措施，包括延長餐飲業務處所的堂食時間
至午夜；酒吧、浴室、公眾娛樂場所、派
對房間、夜總會、卡拉 OK 及泳池等表列處
所亦可有條件重開；但限聚令則仍然維持
最多 4 人。新措施將由本月 18 日（周五）

處所

最新措拖

食肆

堂食時間延至午夜 12 時前，但入座率不
得超過50%、每張枱距離多於1.5米等維
持不變

電影院

入座率不得超過 75%，但同一行不可有
連續超過 4 張座椅被佔用

健身中心

每一健身站、器械或器材不能容納多於 4
人，連教練在內每個訓練小組或課堂不
得超過 4 人

零時零分起生效，為期 7 天至本月 24 日。

重 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
基於疫情持續放緩並漸趨穩定，加上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亦找出不少社區內的隱形患者，因此決定
於本周五起延長餐飲業務處所的堂食時間至午夜；
酒吧或酒館、浴室、主題公園和展覽場所在內的所
有公眾娛樂場所、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卡拉
OK場所及泳池等過去三個階段未能開放的餐飲處所
和表列處所，亦可重開。
政府亦會放寬現時適用於部分表列處所的限制，
包括在健身中心及體育處所內佩戴口罩及小組安排
的限制，但必須嚴格執行適當的預防感染控制措
施。不過，限聚令則仍然維持最多 4人，佩戴口罩的
規定亦持續。
她強調，在考慮了應對第三波疫情的經驗以及本
地的實際情況後，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將無法讓社交
距離措施放寬至 6月時的程度，「在下一波疫情出現
時，我們會以一個更具針對性的模式收緊社交距離

食

海園首晚預約
假日爆滿

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閉園約兩
個月的海洋公園本周五重開，昨晚開放網
上預約系統，旋即掀起預約潮，6 天的預
約名額包括重開當日、9 月最後兩個星期
六日，以及10月1日國慶假期額滿。至於
香港迪士尼樂園則暫時未有重開時間表，
園方表示會適時公布。
海洋公園表示，為確保訪客、員工和動
物的健康及安全，將根據政府指引，繼續
實施嚴格防疫措施，讓訪客保持安全社交
距離，措施包括訪客除獲豁免人士外，需
預先於網上登記入場；個別機動遊戲及設
施的客容量減低最少一半，室外劇場亦會
減低客容量至一半，並採取隔行入座措
施。
同時，所有訪客及員工進入公園前均須
量度體溫及在園內佩戴口罩；設施出入口
增設消毒搓手液機及所有動物展館入口區
設消毒地毯及消毒搓手液機；輪候區以顏
色膠帶貼在地面指示，區隔每組訪客；定
期為主要設施噴灑納米光觸媒塗層，並每
一至兩小時清潔消毒；所有冷氣過濾裝置
噴灑消毒劑，以殺滅病毒與細菌，減低空
氣傳播機會；以及所有「與動物親上加
親」活動暫停等。

每天 17 時預約未來 14 天

公園重開後不設休園日，開放時間為平
日朝十晚六，周末及公眾假期則為朝十晚
七。昨晚 7 時起於官網接受重開日至下月
1 日的預約，三小時已搶空 6 天的配額。
由重開當日起，系統會於每天下午 5 時開
放未來 14 天的名額供預約，年底前亦會
推出多項香港人優惠。
香港迪士尼樂園則表示，會遵循衞生部
門的指引，準備重開，同時會繼續留意疫
情發展，適時公布重開日期。

措施，讓社會在應對疫情的同時可盡量維持一定程
度的正常活動。」

酒吧要填健康表
自第三波疫情以來，酒吧業一直處於停擺狀態近
兩個月，位於尖沙咀的一間酒吧已作好準備，以抗
菌塗層抹拭吧枱和設備，吧枱座位更以每兩個一組
排列，並會放置透明板分隔。
有酒吧業中人表示，會要求客人填寫健康申報
表，周四會安排員工回店舖作復業前準備，但對於
重開後每枱的客人不可多於兩人，加上營業時間縮
短，對於生意不太樂觀，料只可回復約 30%生意
額。
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估計重開後營業額
只能及以往一半，希望政府放寬營業時間限制，
「其實只夠交租金予業主，繼續要靠政府保就業計
劃支薪予員工，如果可營業至凌晨 2時，估計生意額

至少多20%至30%。」

K 歌要戴口罩
卡拉 OK 每間房不得超過 4 人，除飲食外要戴
口罩。Red MR 卡拉 OK 負責人劉小姐表示，卡
拉 OK 場所相對是很安全的地方，因至少有獨立
房間，但由於限制最多 4 人一間房，因此接近一
半房間都不能坐足原本房間容量，生意額會被拖
低。
有市民表示，已經很久沒有相約朋友出街，打算
本周五一起到卡拉OK消遣，並會注重個人衞生及做
好防護措施。
至於體育場所及公眾泳池等都可以重開，大部
分時間毋須戴口罩，惟仍有巿民擔心有感染風
險，故暫時不會去游水，「泳池（游泳）一定要
除口罩，希望再過多兩個星期看看情況，疫情很
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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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或酒館

同桌不得超過2人

派對房間

除飲食時外必須一直佩戴口罩，每個房
間不得多於4人，每次使用前須清潔和消
毒；波波池須關閉

夜店或
夜總會

顧客不得超過通常座位一半，同桌不得
有超過2人，不得表演或跳舞

卡拉OK

除飲食外必須一直佩戴口罩，每間房間不
得多於4人，每次使用前須清潔和消毒

主題公園

入場人數不得超過容納量的一半，只可
在室外表演

泳池

除游泳、淋浴、與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距
離情況下熱身外須佩戴口罩，入場人數
不得超過容納量一半，每個小組不得超
過4人，小組之間的距離至少為1.5米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居粵港人深覆診 港府付費免
「斷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本港疫情稍為回
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健康碼作為便利出行的
檢測證明，相關的技術已準備就緒，惟關鍵是需要令

外地對本港疫情感放心，願意互相認可檢測結果，才
能在減免檢疫的情況下使用健康碼往來。通關短期內
難以正常化，令一群居於廣東省的香港長者不能回港
覆診，瀕臨「斷藥」危機，特區政府接納工聯會的建
議，將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約 1.8 萬至 3.8 萬名
居粵的港人提供診症，費用由特區政府支付。

健康碼需外地放心港疫情

■政府接納工聯會月初的建議，將委託港大深圳醫
院為居粵的港人提供診症。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表示，健康碼只是一個便利市民出行的電
子檢測證明，令市民出行時可以豁免或減少14天隔離
檢疫的要求。她指出，健康碼的技術已準備好，相信
有足夠的私營化驗所提供檢測服務，價錢或可再調
低，惟檢測始終有一定成本，不能無限壓低。

旅發局籌備灣區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肆虐全
球，香港及各地政府實施嚴格的控關措施，
旅遊業陷於停擺。上月訪港旅客數字僅約
4,450 人次，整體按年下跌 99.9%。旅發局主
席彭耀佳認為，疫情已改變了全球的旅遊局
面，並帶來新常態，因此局方將審視本港的
旅遊定位，期望持續吸納高增值旅客。他透
露 局 方 正 積 極 籌 備 「Open House Hong
Kong」平台，考慮到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及
個別短途市場是較快重啟旅遊的地區，將會
推出針對性的宣傳策略，在跨境旅遊恢復後
即時推出不同的促銷優惠吸客。
今年首 8 個月的訪港旅客總數為 354.1 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跌 91.9%，其中 268.9 萬人次
來自內地，比去年同期跌 92.2%，跌幅最大
的則是非內地短途旅客，僅 35.5 萬人次，跌

幅達 92.8%；而上月訪港旅客當中內地客有
2,323 人次，較去年同月跌幅達 99.9%，非內
地旅客則有2,126人次，亦跌99.7%。

瞄準國際會議高質客源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表示，這段時間局方將繼
續透過不同的宣傳、舉辦大型活動等，維持香
港在客源市場的曝光，指本港將舉行7項國際
大型會展活動、總與會人數預計達兩萬人，部
分是首次來港的活動，亦有亞洲最大型的同類
項目；其中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全球貨運大會、
亞洲運動科技會議、亞洲器官移植協會大會及
中國國際保險精英圓桌大會，均是首次在港舉
行，另有兩項活動在旅發局的爭取下將留港舉
行，他相信這些活動能為本港未來積極吸納高
消費的會展客源打下強心針。

林鄭月娥坦言，健康碼不是特區政府單方面想「話
推就推」，關鍵在於其他地區對香港的疫情有沒有信
心，將香港視為低風險地區，從而願意互相認可檢測
結果、做到豁免檢疫。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努力爭取，
向內地、澳門，以至其他地區解釋香港疫情情況。
短期內通關無期，林鄭月娥特別提及居住在廣東
的醫管局長期病患者，估計有約 1.8 萬至 3.8 萬名港
人因口岸控制關係而未能回港覆診。雖然工聯會每星
期有 800 個由香港送藥到內地的名額，但是病人長期
沒有覆診，單靠重複配藥並不穩妥。故此，她建議委
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長期居於廣東的患者提供覆診
等跟進服務，相關費用由特區政府支付，稍後會在財
委會申請撥款。

專家籲勿一窩蜂聚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對於特區政府宣布 9 月
18 日起將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多位醫學專家昨日提醒病
例「清零」仍需時日，市民切勿放鬆防疫意識。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今次相關措施放寬均有
限制條件，料未必會有較大的傳播風險。但若市民放鬆防
疫意識，一窩蜂地前往卡拉 OK 等場所，則會為疫情帶來
新一輪的反彈風險。

料
「清零」
目標仍需時日
梁子超又指，雖然近日香港疫情呈放緩趨勢，今次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也順利找出多位隱形患者，但社區內仍有群
組傳播現象。他認為，當日數據並不具有持久性，可能由
於檢測結果未出或前往普通科門診領取樣本瓶的數量減少
而滯後，預料香港確診病例達至「清零」目標仍需時日，
而香港一日未「清零」，就存在反彈機會，使多月的抗疫
前功盡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