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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高危處所強制「安心出行」
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逾1.2萬個公私營處所參與 薛永恒：不排除強制市民下載
特區政府由上周一（16 日）開始



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

(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透
露，至今已有超過 1.2 萬個公私營處

所參與，巿民反應積極，程式認受性高。由於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近日大幅
增加，他透露政府因應疫情研究強制食肆及酒吧等高風險處所必須參與
「安心出行」計劃。被問及會否強制市民下載該程式時，他表示政府持開
放態度，但不排除任何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薛永恒昨日上午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
港疫情愈趨嚴峻，政府對是否強制市民

下載「安心出行」程式持開放態度，並表示
政府現在已做好工具供市民使用，倘未來疫
情猖狂，嚴重影響本港市民生活，出於防疫
抗疫的考慮，不排除強制推行程式的可能，
讓抗疫科技得到更廣泛、更到位的使用。
他續說，現時已有針對不同場合的防疫抗
疫要求，倘需要強制推行「安心出行」計
劃，會考慮將資源相對集中於高風險場所，
在現有防疫要求中加入必須參與「安心出
行」的條例。
薛永恒強調，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一向要
考慮整體疫情情況，現時疫情不斷變化，更
需要因時制宜，按部就班地推行，而政府會
視乎疫情變化趨勢，並聽取專家意見，考慮
是否強制推行程式，用好手上工具。
他其後出席一個「安心出行」推廣活動時
表示，市民對有關程式反應非常積極。至於
下載數字，他則指程式才推出一個星期，有
待向相關機構如向手機程式商拿取相關資
料，但下載數字已高踞前列，反映程式認受
性很高。
薛永恒表示，至今已有超過 1.2 萬個公私
營處所參與計劃，張貼二維碼供市民掃描記
錄，當中有逾 5,000 間為不同的食肆、商
場、卡拉OK、酒吧、戲院等私營處所。

他透露，為讓市民更樂意使用，會考慮多
種辦法，現在首先要確保程式得到業界支
持，提升二維碼的覆蓋率，爭取讓市民在商
場內的處所都有碼可掃。而在此基礎上，亦
會與發展商討論如何提供誘因，吸引更多市
民參與。
不過，薛永恒強調「安心出行」程式非抗
疫的靈丹妙藥，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只要
大家一起同行，一同參與，這抗疫路上的一
小步，亦可成為本港得以恢復正常的不簡單
路上的一大步，希望程式得到大眾的支持，
呼籲市民積極響應，同心抗疫，以達到真正
的安心出行。

商界需將二維碼覆蓋率放大
出席有關活動的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韋志
成亦表示，本港今時今日面臨嚴峻的非常時
期，迫切需要「官商民」合作齊心抗疫，現
時政府積極推行「安心出行」程式及不同的
配套措施，進行大力宣傳、推廣，商界方面
亦需要動員更多的私營機構及公司加入計劃
中，將二維碼的覆蓋率盡量放大。
除官商合作外，作為措施使用者的市民亦
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呼籲市民在非常時
期調節自己的生活模式，勇於嘗試並適應新
形式下的新行為，冀三方可以做好配合，通
力合作，盡快恢復香港的原本生活。

▲商舖於門口顯眼位置放置「安心出行」
二維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信和集團
「獎賞」掃碼獲 20 元現金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信和集
團為配合特區政府的「安心出行」計
劃，昨日宣布推出「安心出行獎賞活
動」，明日（23 日）起至下周日（29
日），市民只要於信和旗下的荃新天
地、奧海城及屯門市廣場內使用「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碼二維碼作
記錄，即可獲得 20 元商場購物或餐飲
現金券，冀藉此鼓勵市民做好日常出
行記錄，降低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
險。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昨日出席創新
及科技局於荃新天地舉辦的「各界同
行 安心出行」推廣活動時表示，新冠

（71.3%）、大灣區建設（58.6%）、交通運輸
（52.4%）、治安（32.5%）。
香港疫情持續反覆，近日更有明顯惡化趨
勢，不少專家擔心第四波疫情一觸即發，社
會上要求推行全民強制檢測的呼聲漸高。調
查顯示，67.9%受訪者對此表示支持，25%不
支持，另有7.1%表示不清楚、無意見。

逾七成人盼通關
受疫情影響，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今年已
近乎停滯，給經濟和市民生活造成嚴重困
擾。調查顯示，72.8%受訪者支持盡快採取措
施，恢復兩地正常通關安排，只有 17.9%表示
不支持，另有9.3%表示不清楚、無意見。
紫荊研究院在調查總結中指，持續近一年的
疫情已對本港經濟社會造成重創，做好疫情防
控是香港當前的頭等大事，是恢復經濟社會正
常秩序的基礎，對此市民已有強烈共識。要做

各界撐建制議員倡議
促政府推強檢
「清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呈惡化趨勢，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早前積極落區收
集民意，並於前日向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提出推行全民強制檢測的建
議。多位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全民強
制檢測刻不容緩，全社會必須以個
案「清零」為首要目標，要求政府
傾聽民意落實建議，並呼籲市民放
下政治偏見，全力支持政府實施相
關政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當前
疫情又現惡化趨勢，香港必須抓緊學
習內地等國家和地區行之有效的防疫
抗疫方法，通過全民強制檢測找到病
毒源頭，以個案「清零」為目標。
他說，早前市民參與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的經驗，已令攬炒派諸多謠言不
攻自破，加上推行上述計劃和推出強
制戴口罩等政策的經驗，相信香港已
有一定的既定制度和能力做全民強制
檢測。因此，特區政府應果斷行動，

司局長亦要展現擔當，並呼籲市民放
下政治偏見，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
康全力支持政府相關政策。
香港一直力求在防疫抗疫與經濟民
生間取得平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
瑞安認為，面對當前的疫情，一定要
把生命健康放在首位，要先把核心要
事做好，而當前最重要的就是「清
零」，只有先把本港的疫情全面控制
住，才能談其他的經濟等措施，因此
為應對即將到來的第四波疫情，推行
全民強制檢測不能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認為，是次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落區收集市民意
見，了解到大家希望政府推行全民強
制檢測，他認為，這不僅是市民希望
恢復正常生活的心聲，亦是戰勝當下
疫情的必要之舉。
他指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落區聽
民意，並向特首反映民意的行為，彌
補了被攬炒派把持的區議會不能反映
民意的缺失，這亦是立法會恢復正常
後，讓議員更能做實事的證明。

■調查近七成市民支持特區政府推行全民強
制檢測。圖為社區檢測中心。
資料圖片
好疫情防控，徹底切斷社區傳播鏈條十分重
要。根據內地的防疫經驗，全民強制檢測是最
能夠有效切斷社區傳播鏈條，實現疫情「清
零」的最佳做法。冬季流感高峰已經到來，聖
誕春節假期海外港人回流的高峰亦已臨近，紫
荊研究院強烈呼籲，特區政府下定決心果斷推
行全民強制檢測，回應市民訴求。

的哥「假陽性」疑雲
無證據證交叉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有指早前的士司
機群組出現「假陽性」疑雲，三名的士司機和一名復
康小巴司機經醫管局跟進後病毒檢測為陰性，政府發
言人昨日表示，當時的檢測結果顯示樣本病毒含量極
低，而暫時仍未有證據證明處理樣本過程中出現交叉
污染問題。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前日透露，該 4 名確診司機入
院後再檢測均呈陰性，懷疑是檢測樣本被化驗所承辦
商污染以致出現「假陽性」。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負責相關特定群組檢測計劃
的私營化驗所為金域檢驗（香港）有限公司，最時初
步確認是一宗陽性及三宗「不確定」，按程序經衞生
署複檢後，四宗被確定為陽性個案，但病毒含量極
低，其後檢測結果轉為陰性並獲安排出院，但不影響
早前的確診定性。
發言人續指，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考慮到多宗個案同時被檢測為陽性，早前跟進調查，
包括向相關私營化驗所了解，並視察其實驗室和檢視
其樣本處理和化驗流程等，至今並未發現確實證據證
明樣本於處理過程中出現交叉污染。
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已根據實驗室質量管控規範向
化驗所提供建議，政府會繼續跟進並密切留意化驗所
為政府提供的服務水平，確保化驗質素有所保證。

疫情對本港各行業帶來深遠影響，有效
的疫情防控工作對本港經濟與日常生活
恢復來講至關重要，故該集團積極配合
政府工作，支援抗疫。
他宣布，為積極響應「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截至昨日集團旗下已有
169 項全資或聯營物業，包括住宅、商
場、酒店及遊艇會等處所，在顯眼位置
均張貼「安心出行」二維碼，方便市民
準確記錄行程。
與此同時，集團旗下三個主要商場荃
新天地、奧海城及屯門市廣場推出「安
心出行獎賞活動」，市民只要在本月 23
日至29日期間於三間商場內使用「安心

工聯倡內地港人覆診服務擴至福建

近七成人撐政府推全民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了解市民
對本港疫情防控、施政報告政策範疇等議題
的看法，紫荊研究院委託香港社會科學民意
調查中心，訪問逾 1,500 名市民。調查顯示，
九成市民希望施政報告將防疫抗疫作為頭等
大事，近七成市民支持特區政府推行全民強
制檢測。紫荊研究院呼籲，特區政府應傾聽
民意，果斷推行全民強制檢測。
紫荊研究院委託香港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
心於本月 15 日至 19 日，用音頻電話隨機抽樣
成功訪問了 1,519 名市民，數據按政府統計處
性別及年齡人口分布加權處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本月25日發表最新一
份施政報告，調查顯示，市民認為特區政府應
優先處理的政策範疇由高到低分別為：防疫抗
疫（91.6%）、就業扶貧（87.5%）、醫療安老
（84.7%）、土地房屋（83.2%）、中小企業支
援（80.3%）、教育（72.9%）、青年向上流動

■薛永恒在商場一間食肆演示用
薛永恒在商場一間食肆演示用「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
。 中新社

出行」程式，掃描二維碼記錄出行，即
可到顧客服務中心換領20港元的商場購
物或餐飲現金券。黃永光表示，此舉為
鼓勵市民積極使用程式，準確記錄進出
不同場合的日期及時間，降低疫情擴散
風險，同時亦可支持零售及餐飲業商
家。
荃新天地商場中不少商舖也響應
「安心出行」計劃，其中港式茶餐廳
羅麥記將二維碼設於店舖入口處顯眼
位置。工作人員表示參與計劃的初
衷，是覺得可以令客人更安心，保護
好自己與家人的健康，亦希望對社區
作出些許貢獻。

■工聯會寄藥行動開展了 72 場次的行動，共服務 27,810 人
次，寄出27,836份藥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政府將於下月 23 日結束
為身處廣東及福建省有緊急
藥物需要港人送藥的特別計
劃，承辦寄藥行動的工聯會
昨日表示，截至上周三（18
日），該會已開展了 72 場次
的 行 動 ， 共 服 務 27,810 人
次，寄出 27,836 份藥物。行
動的統計顯示，居於內地的
港人對醫藥服務需求十分殷
切，其中有約 2,000 受惠人次
居於福建省，故工聯會建議
特區政府盡快將覆診服務擴
展至給予居於福建省的港
人。

寄藥行動已服務近2.8萬人次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表
示，今年 2 月 21 日受社署委
託承辦「支援內地港人寄藥
行 動 」 ， 已 服 務 27,810 人
次，其中廣東省佔 88%，福
建佔 7%即約 2,000 人次，其
他省份佔 5%。參與義工和藥
劑師則分別達 1,400 及 560 人
次。
他形容，寄藥行動發揮救
急扶危作用，行動能順利運
作則有賴兩地政府尤其深圳
海關、香港中聯辦及速遞公
司合作。
在服務結束前，本月 24 至
25 日、下月 8 至 9 日及 22 至
23日仍有寄藥行動。
黃國指出，居於內地港人
對醫藥服務需求殷切，而工
聯會一直致力推動大灣區融

合發展，已多次向特區政府
提出應推動更多有利港人到
內地灣區城市生活的誘因，
包括更多福利、服務可攜，
如醫療券可用於購買內地醫
保，內地三甲醫院容許港人
以醫療券看診等。
工聯會副秘書長曾志文表
示，對於特區政府推出「對
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
特別支援計劃」，該會五個
廣東省的諮詢服務中心首日
接獲逾 300 名港人求助，不
少為長者，政府單一以手機
程式登記，未能照顧服務使
用者，且登記繁瑣，要填寫
大量資料，令獲批人士低於
10%，故希望醫管局檢討及
簡化登記手續，讓有需要港
人及時到港大深圳醫院覆
診。
工聯會並整理內地港人的
意見，指出手機登記輸入指
引不清晰；不少長者在內地
購手機，本身用簡體輸入，
需重新安裝繁體輸入；另要
花大量時間閱讀就醫須知，
登記繁瑣，且很多長者不懂
使用智能手機或微信 App，期
望可用電話及網上登記。
該會續指，有長期病患者
反映政府補貼 2,000 元人民幣
醫療費用太少，擔心不夠覆
蓋醫療開支，加上未能通過
計劃領取香港藥物，轉用內
地藥物擔心影響病情，故希
望香港註冊藥物能盡快在內
地認可醫院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