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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食延至凌晨兩點前 入座率上限提升至 75%



(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日漸緩和，昨日 5 宗確診
個案全是輸入性，並已連續兩天本地「零確
診」。特區政府繼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由本
周五（30 日）午夜起，食肆和酒吧可提供堂
食的時間將延長兩小時至凌晨 1 時 59 分；食肆
同枱人數上限由 4 人增至 6 人；酒吧、夜店及
夜總會的同枱人數則由 2 人增至 4 人；處所入
■酒吧則獲放寬至4人一枱。

座率就由最多 50%提升至 75%。餐飲業及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吧業界對政府的新措施表示歡迎，形容是「生
死關頭，政府放了一條生路」，預料業界生意

各場所最新防疫措施

分別錄得逾 10%及 30%升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召開記者
會，表示考慮到最新公共衞生風險評估
及平衡經濟需要及社會接受程度後，政府繼
續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時
間延長至凌晨 1 時 59 分，同枱人數放寬至最
多 6 人一枱，酒吧則放寬至最多 4 人一枱等
（見表），措施將於本周五午夜起生效。

食

酒吧放寬至 4 人同枱
她並提到，政府將持續與酒吧業界商討，
要求酒吧配合並做好風險管理，包括設置換
氣系統、客人需作健康申報等，亦會研究政
府專家顧問提出使用飲管以縮短除下口罩時
間的建議。
至於 4 人限聚令及公眾地方口罩令等措施則
繼續維持。陳肇始解釋，現時疫情仍未完全
受控，有反彈風險，故特區政府沒條件大幅
放寬原有的社交距離措施，只能有限度及有
針對性地對個別措施放寬限制，並繼續限制
未能有效採取預防和控制感染措施的一般群
眾聚集。
她說：「放寬食肆等處所的人數限制是為
配合市民需要，並考慮整體經濟及就業問
題，而限聚令仍維持 4 人是合適做法，以避免
有太多群組聚集。」她強調，即使放寬有關
處所的人數限制，處所負責人亦需做好風險
管理。她以早前放寬本地遊人數限制為例，

■政府放寬食肆限令，同枱人數上限由 4 人增至 6 人，提供堂食的時間將延長兩小時至凌晨 1 時
59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指出有關放寬屬有條件，例如有關活動屬可
以管理，帶團領隊必須進行病毒檢測等，將
風險減至最低。

婚宴場所可設半圍席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對政府放
寬餐飲業的社交距離措施表示歡迎，指酒
樓可多放 6 人枱，經營婚宴場所亦可提供
半圍筵席，增加經營的靈活性，「本港有
不少家庭的成員均多於 4 人，相信放寬後
有更多市民外出飲食，預料生意升幅約有
一成多，但仍比疫情前的生意有兩成跌
幅。」
酒吧業大聯盟召集人梁立仁指出，原有的
防疫措施嚴重打擊業界生計，加上保就業計
劃及餐飲處所資助計劃差不多完結，業界經
營前景更黯淡，「幸好，在生死關頭，政府
放了一條生路。因為原本我們午夜 12 時就
要關門，咁樣基本上只有兩成生意。」措施
放寬後，他相信可為酒吧帶來多三成生意，
強調酒吧業會繼續遵守「限聚令」要求，防
止再出現酒吧群組。

准現場表演 康復歌手睇好
此外，由本周五起，酒吧、夜店能恢復現
場表演，但表演者需要佩戴口罩、不得跟觀
眾接觸，並要加設隔板分隔表演者及觀眾。

■堂食營業時間：由截至
每晚 11 時 59 分，延長
至 凌 晨 1 時 59 分 為 止
（包括酒吧及酒館）
■每枱人數上限由4人增至
6人（酒吧或酒館除外）
■可進行現場表演及跳舞
活動，但須嚴格遵守感
染控制措施*

■陳肇始解釋，維持 4 人限聚令是為避
免太多群組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泳灘

早前確診並康復及「復出」的歌手麥
德羅經常在酒吧開騷，他表示原有的
禁令使收入減少一半，希望延長堂食
營業時間後有助增加收入，但怕戴口
罩演唱會影響表現：「因為你真的唱不到出
來，你的口罩包着口部，聲線會蓋住了，像
我現在說話感覺是這樣，唱歌更加不好聽
了。」
至於新規定下表演前後不可與觀眾接觸或
交談，麥德羅表示可以接受，「大家遠距離
溝通，舉起手勢，手語便可以了。或者舉起
一杯酒乾杯，不用接觸他們的，『多謝捧
場 』便算了。我們經理都很潔淨，消毒完
才收利是打賞。」

■重開，但身處公眾地方時
須一直佩戴口罩

擬設四間長期檢測中心
林鄭月娥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香港與新加坡的疫情非常相近，目標是
下月推行港星「旅遊氣泡」。同時，特
區政府擬在港島、九龍、新界東及新界
西各設立一個長期運作的檢測中心。
「有雙功能，當個別地區出現一些特別

群組或屋邨感染，可更快地動員提供檢
測服務；另一個功能是讓市民日後，無
論透過健康碼抑或『旅遊氣泡』外出
時，可以付費形式取得陰性核酸檢測結
果。」
林鄭月娥希望，透過引入公營檢測增加
市場競爭，令私營檢測價格有下降空間。
特區政府將於稍後經招標後，公布這四間
檢測中心的收費。
不過，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檢測量是影響私營檢測成本的最主要

社區若連爆 3
「無頭」袁國勇倡即推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
與流感、傷風的病徵相似，過去不時有私
家醫生錯誤斷症，未有安排新冠肺炎患者
接受病毒檢測，延誤發現及切斷傳播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府正訂立
法律基礎，強制指定人士進行病毒檢測，
她形容強制檢測是「有的放矢」，針對有
病徵、已爆發的群組，或風險較高處所或
小區的人士。身兼政府抗疫專家顧問的港
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提出，當社
區持續出現至少 3 宗不明源頭個案時，便

需要啟動強制檢測機制。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強
制檢測必須有針對性，「不是全港無的放
矢地做強制檢測，必須是目標為本、有成
效，我們就進行這強制病毒檢測，一般來
說都是會針對有病徵者，或者是已爆發的
群組，或感染風險較高處所或小區。」

特首重申做法有的放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透露，政府正
研究相關法律框架與涉及人權等細節，包

括研究什麼情況下需要啟動法例，以及私
家醫生呈報方式等，她承諾會聆聽私家醫
生及市民的意見，重申早發現、早隔離及
早治療患者對社區及政府控制疫情十分重
要，如果有症狀的市民不願接受檢測會有
負面影響。
袁國勇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經
私家醫生檢測的陽性比率約 0.8%，比在
機場為入境人士進行強制檢測的 0.35%
陽性比率高逾倍，重申政府應要求醫生
安排所有有病徵的病人提交深喉唾液樣

■房委會今起為全港 1,575 幢公屋大廈展開
公用排水管檢查計劃。圖為位於黃大仙的公
屋屋。
資料圖片

樓齡及排水管滲漏或倒溢記錄三項準
則，定出檢查次序。

擅改排水須自費糾正
房委會成立由 87 名新增人員組成的輔
助專責小組，會上門檢查公屋的公用排
水管，按需要為租戶安排維修。但若果
檢查發現租戶未獲批准擅自改動排水系
統，租戶要負責自費進行糾正工程。房

■可進行現場表演及跳舞活動，
但須嚴格遵守感染控制措施*

室內體育處所及公眾溜冰場
■運動時可不必佩戴口罩
*表演者必須佩戴口罩、表演者與顧客
／觀眾中間須設有隔板有效分隔，表
演者在表演前後不得與顧客／觀眾接
觸或交談

■食肆（包括酒吧及酒館）、公眾娛
樂場所（包括主題公園、表演場地
等）、夜店或夜總會及泳池等表列處
所的人數上限，由通常座位數目／
人數上限的50%提升至75%

因素，「私家化驗所始終有固定成本，即
使公營化驗所，連同採樣及物流的成本，
也最少要逾千元。」他認為，引入公營檢
測服務難以令私營檢測費受壓，建議政府
考慮公私營協作，並在初期半補貼檢測費
用，令更多人參與。
荃灣港安醫院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亦
表示，暫未有計劃調整檢測服務收費；有
關健康碼和「旅遊氣泡」的具體措施仍待
政府公布，該院會積極配合，以協助有需
要人士。

本進行化驗，以防止他們在社區傳播病
毒。
他指出，私家醫生每天有約 2,000 名至
3,000 名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求
診，而政府的化驗能力達每日上萬個，認
為政府有能力應付相關措施所帶來的化驗
需求。
對於有私家醫生擔心強制檢測破壞醫患
關係，袁國勇表示政府現時亦有針對肺癆
的通報機制，認為只要政府及醫學專家向
市民解釋清楚措施的目標，市民會接受，
強調強制檢測必須在疫情爆發前開始做，
並可以設「日落條款」，在有疫苗面世後
取消有關做法。

1575 幢公屋今起驗水管 曾現確診廈優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肆虐
下，不少市民關注大廈的排水系統是否
存有播疫風險。房屋委員會將於今日
起，為全港 1,575 幢公屋大廈展開公用排
水管檢查計劃，預料需時一年半完成檢
查，涉款逾 1.1 億元。
房委會於今天起會優先檢查曾出現新
冠病毒確診個案的公共屋邨或大廈，其
他屋邨則以長者住戶百分比、或大廈的

■離開餐桌時不得飲食，並必須
佩戴口罩

委會指，檢查計劃屬預防性質，租戶可
以自願參與，房委會只會為可進入的單
位檢查。
據房委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在 160 個公屋及 34 個租者置其屋計
劃屋邨中，分別有 1,209 宗和 239 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涉及確診屋邨或大廈單
位 共 27,391 個 ， 當 中 逾 八 成 、 即 約
23,000個單位的排水管已完成檢查。

■限聚令維持最多4人
■衞生風險較高設施包
括蒸汽浴、桑拿設施及
波波池等場所繼續關閉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昨日再多 5 宗確診個
案，全是輸入個案，患者分
別來自屬高風險地區的法國
及印度。另外，特區政府昨
日刊憲將比利時列入高風險
地區，下周二（11 月 3 日）
起生效，屆時從比利時抵港
者需持有航班預訂起飛時間
前 72 小時內取得的新冠病毒
檢測陰性報告，以及已預訂
酒店房間進行 14 天強制檢疫
的確認書才能登機。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透露，政府正考
慮將西班牙和意大利納入高
風險地區名單中。

昨增 宗輸入 比利時列高危區

則私營化驗所的價格難望降低，建議政
府考慮公私營協作，並在初期半補貼檢
測費用，令更多人參與。

■每枱人數上限：由2人增至4人

各場所入座率限制

專家建議公私協作減檢測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特區政
府早前與新加坡政府就兩地「航空旅遊
氣泡」簽訂原則性協議，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表示，相關工作並無受新加坡
機場近日兩宗確診個案影響，目標是下
月內推行。她並指出，特區政府會在全
港設立 4 個長期運作的社區檢測中心為
市民提供檢測服務，包括付費檢測服
務，方便出行的市民，並期望可令香港
檢測費降低。不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梁子超認為，除非大幅提高檢測量，否

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

食肆

5

西班牙意大利擬同列

昨日 5 宗新增輸入個案中，
有 4 人是前日（26 日）乘印度
航空AI316抵港（個案5306、
5307、5308 及 5309），當中
個案 5307 的 32 歲男患者在周
日（25 日）已出現病徵，即
上機前已經發病；餘下一宗輸
入個案患者（個案 5305）來
自法國，他同樣在周日已經發
病。
從機場抵港者現時要在入境
後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待取得
陰性報告確定沒有受感染才能
離開機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表示，機管局已與數間
私人化驗所合作，今日起會試驗為抵港
旅客進行病毒快速測試，令抵港者無需
長時間等候。
另外，內地新疆喀什地區近日出現逾
百宗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個案，香港特
區衞生署今日起會向過去 14 天內曾到
新疆的陸路入境者派發樣本瓶，他們要
依照指示自行收集及交回深喉唾液樣本
以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