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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星達原則協議
率先推旅遊氣泡

經互認檢測 搭特定航班 免強制檢疫

特區政府率先與新加坡落實「旅遊氣泡」，對香港旅
遊業有提振作用，也為重啟香港經濟踏出重要一步，倘
若無「旅遊氣泡」、健康碼和保就業計劃，旅行社及酒
店業會爆發裁員潮。根據業界的調查顯示，「三無」情
況下，逾八成旅行社及近七成酒店需裁減人手。
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雖然目前香港只與新加坡建立「旅遊氣
泡」，且當地非港人外遊熱點，每年訪港新加坡旅客也
不算多，短期內對業界的實際幫助不大，但意義重大，

希望與新加坡先試先行「旅遊氣泡」，有助擴展至更多地方包
括內地及澳門，以及加速健康碼落實，拯救旅遊業。

陷「三無」困境勢減人手
他指出，旅遊及酒店業目前陷於水深火熱，大聯盟及香港酒
店業主聯會早前分別進行問卷調查，受訪旅行社共518間，佔
全港旅行社約三成；受訪酒店87間，涵蓋聯會逾九成會員。
結果顯示，若沒「旅遊氣泡」、健康碼，政府也不再推出第三
輪保就業計劃的話，將有82%受訪旅行社及68%酒店表示會裁
員，當中六成受訪旅行社表示會裁減四成以上人手。
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直言，業界經營非常困難，

即使現時不少港人熱衷宅度假 (staycation)，但只及以往生意額
的兩成至三成，對沒有泳池等設備的小型酒店更沒有幫助。保
就業計劃提供的補助對他們避免裁員起非常積極作用，否則將
很大機會甚至必須走上裁員這一步。
同時，業界也希望政府放寬對旅遊業的四人「限聚令」，以
及向每間旅行社發放不少於10萬元資助，協助業界渡過難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82%旅社68%酒店面臨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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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於過去
數月一直與11個國家或地區商討「旅遊氣泡」的可行性，最
終與新加坡率先達成原則性協議，當地疫情平穩是其中一個重
要考慮點。新加坡過去一個月平均每天僅數宗，或最多二三十
宗確診個案，近日更趨緩和，本周二新增4宗個案全屬境外輸
入，出現本地「零確診」。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在疫情記者會
上表示，在疫情受控後恢復跨境人流往來以重啟經濟十分正
常，強調推出「旅遊氣泡」的原則是要保障兩地的公共衞生。

累計逾5.7萬確診現已受控
新加坡交通部長王乙康與香港就「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
協議後表示，兩地疫情已基本受控，發病率較低，且均已建立健全
的機制控制和管理疫情，以致於有信心逐步相互開放邊境。

疫症肆虐全球，新加坡至
今累計逾5.7萬宗確診個案，
早前因爆發外勞宿舍群組感染
個案，一度連續4天單日新增逾千
宗確診個案，其後經加強檢測及早截
斷隱形傳播鏈終令疫情受控，確診個案
不斷回落，過去一個月平均每天只有數宗至
二三十宗個案，本周更出現本地「零確診」。
鑑於香港疫情轉趨緩和，新加坡前日（14日）晚上11時
59分起將香港列為低風險地區，從香港入境者的隔離天數從
14天降到7天，且可在住處進行隔離，無須到指定隔離設施。
此外，新加坡由9月起放寬對文萊及新西蘭旅客的限制，有關
國家的旅客，只要入境時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陰性反應，即可在
新加坡自由活動，毋須隔離。

星洲疫情趨平穩
近現本地零確診

旅客必須接受兩地互認、72小時內有效的新冠肺炎
病毒測試陰性報告；

旅客過去14天未曾離開出發地（即新加坡或香港）；

旅客必須乘搭特定航班往來，即該些航班只會接載參與
「氣泡」的旅客，而不會接載其他轉機乘客；

抵埗後，或要在機場即場採樣檢測，呈陰性即可入境；

免除強制性檢疫，旅客於兩地城市的往來目的與行程亦不
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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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機構

Prenetics

華大基因

健康化驗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醫學診斷服務

聖德肋撒醫院

現代基因技術

栢立醫學化驗室

金域檢驗(香港)

養和醫院

浸會醫院

分子病理檢驗中心

嘉諾撒醫院

港安醫院(荃灣、司徒拔道)

香港(CH)病理檢驗中心

港怡醫院

仁安醫院

收費（元）

785（自購測試套裝）

900 *

950

約1,000

1,000 (只為入院病人測試)

約1,100

1,200 *

1,200至1,500

約1,500至1,600

1,500

1,500

約1,500 起

約1,500至近2,500 (未包醫生費)

1,600*

1,950

2,000至2,500 (未包醫生費)

註：*須取得醫生轉介信

來源：網上資料（實際費用或有變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註：兩地政府能按疫情發展，隨時調整航班數目、限制，有需要時
甚至暫停計劃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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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星「旅遊氣泡」出行流程

■酒店業主聯會及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公布最新調查結果顯
示，業界面臨巨大裁員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人距離可再次出遊的日子邁進

一大步。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香港

與新加坡已就建立雙邊「航空旅遊

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參與「氣

泡」的香港與新加坡人士必須接受

兩地互認的新冠肺炎病毒測試陰性

結果，且必須乘搭特定航班往來，

便可獲免除強制性檢疫或居家通知

情況下，在目的地自由經商或旅

遊，最快數周後落實計劃。旅發局

回應表示，已準備就緒推出機票及

酒店等促銷優惠，吸引旅客歸來。

旅遊業界則認為，這是重啟旅遊業

的第一步，能否受歡迎還看檢測安

排及費用，倘檢測費仍要上千元，

勢必削弱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邱騰華與新加坡交通部長王乙康前
日舉行視像會議，並就「航空旅

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兩地只要符
合5個主要條件，便可透過「氣泡」安
排互相恢復往來。邱騰華昨日會見傳媒
時指出，條件列明旅客往來目的不設任
何限制，即不論公幹、商務或其他原因
也適用，行程也不設限。

須出行前72小時檢測呈陰性
不過，旅客於出行前14天不能去過

其他地方，並必須持有兩地互認的實驗
室陰性檢測結果，邱騰華指一般而言要
在出行前72小時內取得陰性結果才可
購買機票，且必須乘搭特定航班往來，
即該些航班只會接載參與「氣泡」的旅
客，而不會接載其他轉機乘客。
到埗後，旅客或要在口岸再做一次檢

測，通過後即可自由活動。至於檢測
費用需由旅客支付，雙方政府將研究
在購買機票時一併收取檢測費。有關
計劃可按照兩地疫情發展，隨時增減
或調整航班數目，甚至在有需要時暫
停。邱騰華重申，有關安排是希望在
安全的環境下，既確保疫情受控，也
方便旅客出行，是雙方應對疫情新常
態的重要里程碑。

邱騰華：希望數周內可推行
邱騰華表示，兩地已設立共同協作的

機制，將就如何互認檢疫結果及航班等
具體安排作進一步商討，包括要互相擬
定檢測實驗室清單等，希望未來數周之
內可推行。他會聯同衞生署等相關部
門、機管局和涉及的航空公司等及早進
行相關工作，同時會繼續與其餘十個國
家地區商討確立「旅遊氣泡」。
邱騰華透露，今年6月起先後與新

加坡等11個國家地區商討「旅遊氣
泡」。他解釋，不同地方的要求與條件
都不同，「有些希望先接收有特定目的
的旅客；亦有地方附加嚴格限制，例如
到埗後只可留在特定地方活動等，而香
港和新加坡提出的條件大致相等，所以
較快完成商討。」
他強調，新冠病毒檢測已屬出行的首

要條件，現時本港有17家機構提供檢
測服務，檢測費是用者自負，但料市場
會因服務需求增加而調整檢測費。
數字顯示，去年全年有約48萬人次

香港居民往新加坡，每人平均逗留3
天；新加坡則有45萬人次訪港。旅發
局主席彭耀佳表示，新加坡是本港其中
一個主要客源市場，該局早於今年7月
已重新在新加坡宣傳香港，本月亦已推
出第二浪宣傳，以進一步提升香港於當
地的曝光；當香港與新加坡就「航空旅
遊氣泡」落實推行日期後，旅發局會即
時推出宣傳計劃，與業界推出機票及酒
店的促銷優惠，吸引旅客來港。

旅業表歡迎 望降低檢測費
美麗華旅遊總經理李振庭大力支持

「旅遊氣泡」，由於兩地市民已有一段
時間沒外遊，累積一定的外遊意慾，但
成效能否超乎預期，仍要視乎航空公司
提供的航班數目及機票價錢，如果航班
少只做散客便辦不成旅行團，旅行社只
能提供機票及酒店訂購服
務。

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則認為，受歡
迎程度還看檢測安排及費用。他指出，
目前香港的檢測費（見表）動輒上千
元，再加上團費，市民「想飛」的成本
不菲，「始終成本由旅客承擔。如果費
用太高，相信可以做到的旅遊產品很有
限。商務旅遊，或有緊急需要前赴當地
的旅客則另作別論。」

■■新加坡通過大規模為居民新加坡通過大規模為居民
檢疫檢疫，，成功阻斷病毒傳播鏈成功阻斷病毒傳播鏈
控制疫情控制疫情。。圖為戴口罩的青圖為戴口罩的青
年男女年男女路過路過「「魚尾獅魚尾獅」」雕像雕像
前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邱騰華昨日公布，香港與新加坡就「航
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與新加坡就香港與新加坡就「「航空航空
旅遊氣泡旅遊氣泡」」達成原則協達成原則協
議議，，旅客須接受兩地互認旅客須接受兩地互認
檢測檢測，，乘特定航班乘特定航班，，可免可免
除強制檢疫除強制檢疫。。圖為尖沙咀圖為尖沙咀
鐘樓前鐘樓前「「全民戴罩全民戴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邱騰華昨日公布，香港與新加坡就「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
議。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邱騰華昨日公布，香港與新加坡就「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

議。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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