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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情況再度嚴峻，有酒

吧業界表示，現時已有350間酒

吧參與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並已參與特定群組檢

測。3個酒吧協會昨日宣布推出

「加強版」抗疫承諾約章，代表

逾800間酒吧會所承諾遵守多項

防疫措施，邀請專家從微生物角

度制定室內空氣質素潔淨方法、

設施及設備，訂立科學標準，達

標者可獲標籤供公眾識別。業界

表示，一直積極配合及遵守防疫

抗疫要求，希望政府給予合理營

商空間。

逾800酒吧推抗疫約章加強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香港居民從廣
東省或澳門回港豁免強制檢疫14天的「回港易計劃」上
周三開始首批申請，成功預約者可於今日開始回港行
程。不少港人近日紛紛到工聯會深圳中心諮詢及尋求協
助辦理申請，他們絕大多數為長者，回港原因包括覓
職、申請公屋及看病等。工聯會深圳中心副主任馮永昌
表示，上周三至上周五（18日至20日）三天合共有150
港人諮詢和辦理申請，但有長者聽到返回深圳仍需隔
離，便當場放棄申請。
一位陳姓長者告訴記者，他與老伴十多年前回深圳養老，
住在鹽田。兩人年逾八旬，而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老
伴則有心臟病，惟疫情關係已九個月未有回港，一直自費
在深圳醫院看病，得知有「回港易計劃」遂到場諮詢，但
他聽到香港返深圳仍要隔離時「嚇了一跳」，因「酒店隔
離要花一筆錢」，後被告知年滿65歲以上可在酒店隔離兩
天和居家隔離12天，他仍表示要慎重考慮，暫中止申請。
50多歲的周先生以往在香港做電工，今年初失業後3
月到深圳，現想返港覓職。工聯會深圳中心工作人員花
幾分鐘便幫他成功申請今日經深圳灣返港，令他十分高

興，擬在港租住每晚200元左右的賓館，待深圳對港入
境免隔離才考慮回當地。

徐伯工聯求助 成功辦理申請
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則在朋友帶領下到場求助。他表示
回港是確認之前申請的公屋單位，惟他長期呆在深圳，
沒有香港手機號碼，使用的也是老人機未能上網申請，
更不懂程序。由於不了解情況，他上周四（19日）到羅
湖醫院檢測，但非港府認可的14家醫院之一。他在工作
人員幫助下使用外甥手機號碼，花十幾分鐘成功辦理今
日回港申請，懸着的心終於落地，欣喜地表示回港住公
屋，可免去在深圳每月3,500元人民幣房租的壓力。
工聯會深圳中心副主任馮永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表示，目前大量香港長者因不識智能手機和電腦操作，無
法申請「回港易計劃」。因此大量長者從十多公里甚至幾
十公里外前往深圳中心求助，耗費半天時間，這些長者有
的七八十歲，十分辛苦，故建議港府在推出某些項目注重
電子化便捷辦理的同時，最好也要考慮一些長者的需求，
例如預留人工電話諮詢和辦理申請等服務。

港翁棄申「回港易」：因返深仍要隔離

■許多香港長
者赴工聯會深
圳中心尋求「回
港易計劃」申請
幫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 攝

■港人徐先生前來深圳中心尋求
「回港易計劃」申請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港疫情
又再加劇，警方及相關部門加強執法打擊違
反疫情禁令的酒吧食肆，前晚至昨凌晨分到
灣仔、中環、尖沙咀、葵涌及元朗巡查數十
個處所，其間搗破兩間無牌酒吧，共向違反
限聚令的逾255人作出票控，當中15名人更
涉在「無領取牌照的地方飲酒」被捕，以及
4名酒吧負責人被拘或檢控。
港島總區機動部隊、中區警區聯同食物

環境衞生署亦在前晚約10時起，巡查區內
26間酒吧食肆，提醒食肆小心防疫。而灣
仔警區及分區人員聯同機動部隊人員，亦
在前晚至今日凌晨時分突擊巡查區內至少
9間酒吧及餐飲業處所，其中在銅鑼灣霎東街一
間樓上酒吧內，發現有多人聚集消遣，但場內枱
桌未有確保少於1.5米的距離，人數亦超出容許上
限約三倍，一名30歲男酒吧負責人涉嫌違反疫情
禁令被檢控，另外在場的172名顧客則因違反限
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另外，警方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機動部隊、
油尖警區及旺角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前晚11時30分
巡查區內酒吧食肆，在尖沙咀諾士佛臺一間樓上酒吧，
向場內違反限聚令的36男32女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並會稍後向上述有關酒吧負責人作出檢控。
此外，警方昨日凌晨亦搗破兩間無牌經營酒吧。
午夜零時30分，葵青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突擊搜查
葵豐街17號至23號一個派對房間，發現房間內有5
男兩女（25歲至34歲）涉在「無領取牌照的地方飲

酒」及違反限聚令被捕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另
一名姓葉（26歲）男負責人則涉嫌「無牌售賣酒類
飲品」及「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以
及違反禁業令被檢控，現正被扣查。
行動中，警方檢走12支烈酒及約400罐啤酒，市

值約3萬元。
另在元朗安樂路109號至111號工業大廈樓上一單位，

新界北總區人員昨日凌晨約1時，突擊搜查上址時，
發現有7男1女（23歲至40歲）在上址飲酒，涉嫌在
「無領取牌照的地方飲酒」及違反限聚令被捕及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1名姓高(39歲)本地男負責人被捕，
涉嫌「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及「無牌售
賣酒類飲品」被捕，他同時涉嫌違反禁業令被檢控。
行動中，警方檢獲約330支啤酒及20支烈酒，總

值約5萬元。

警搗兩無牌酒吧 逾255人被票控

■警方疫情下加強巡查酒吧食肆，其中酒吧有多人疑違反限
聚令被票控。 警方供圖

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蘭桂坊協會及
Hong Kong Industry Association昨日

聯合發起「多行一步，全力抗疫」行動，推
動簽署「加強版」《全港酒吧抗疫承諾約
章》，承諾會進一步提升防疫措施。業界邀
請環境及微生物學家Dr. Sanjay從微生物學
角度制定室內空氣質素潔淨方法、設施及設
備，並提出檢測方法確保場所符合科學標
準，參與店舖跟從並執行指定措施後會有專
人到場檢查，合格者可獲標籤張貼於場所外
供公眾識別。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主席梁
立仁表示，聯會亦會舉辦「抗疫與酒吧管
理」講座，鼓勵業界參與，更科學了解疫情
真相並做好預防措施、設施。

350酒吧已參與「安心出行」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媚表示，自政府推出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以來，酒吧業界
積極響應與配合，目前已有約350間參與使
用，反應非常激烈，協會會更多呼籲業界與
市民使用，以協助追蹤病源。
梁立仁同時指出，業界參與特定群組檢測

的比例非常高，反映業界對防疫抗疫工作的
積極配合意願，若政府推行強制檢測，相信
會得到業界普遍歡迎。他指出，業界已盡力

配合及遵守防疫抗疫措施，亦希望政府可以
做到「滴水不漏」，嚴防境外輸入個案，重
罰違規者，從源頭上解決本港疫情問題。
警方上星期巡查期間發現有酒吧違反防疫

規範，超時營業，梁立仁強調「違規一定唔
啱」，但他同時指出，酒吧行業失去「黃金
兩小時」的營業時間確實生存艱難，「有酒
吧鋌而走險，可能為能夠向員工出糧。」他

指聯會沒有執法權力，只能盡量呼籲同業遵
守規範，否則可能面臨罰則。

盼政府予合理營商空間
HKNIA代表章竣齊擔憂若持牌場所不能

營業，顧客或轉去無牌場所或露天地方，
更難監管。他續說，大部分酒吧屬於小本
經營，利潤微薄，已面臨十分嚴峻的情

況，「早前到中環、尖沙咀及太子等酒吧
區了解，發現已有四分之一酒吧會所結
業。」
他坦言，當政府的「保就業」計劃與防

疫抗疫基金支援完結後，將出現更大規模
的結業潮，期望透過推行嚴格防疫措施及
提高業界抗疫意識，盼政府給予合理的營
商空間。

▶3個酒吧協會昨日宣布推出「加強版」
抗疫承諾約章。業界代表表示支持配
合。

▲酒吧業界聯合發起「多行一步，全力
抗疫」行動。

��(���

協會邀專家訂科學標準 達標者可獲標籤供公眾識別

日前有聲稱的中大畢業生在校內
發起非法遊行，公然煽「獨」縱
暴，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強烈譴責相
關宣揚「港獨」的行為，並指出有
關行為已經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查處。「港
獨」黑暴對本港大學造成的傷害仍
歷歷在目，對大學形象和競爭力造
成的內傷影響深遠，而「埋單者」
最終是學生自己，令人心痛。大學
管理者要愛護學生、切實履責、嚴
格管理，加強對學生的基本法、國
安法教育，對播「獨」行為絕不姑
息，大學生更應珍惜前程，拒絕當
「港獨」黑暴棋子，以免前途盡
毀。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本港由亂轉
治，但有人在中大舉行畢業禮之
日，在中大非法遊行，戴上面罩、
「豬嘴」、頭盔等黑暴裝束，叫囂
「光時」等「港獨」口號，高唱
「港獨」歌曲，猖狂挑戰香港國安
法。教育局、警方均指出，有關活
動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警務處國
安處已經展開調查。

去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對本
港大學造成了沉重傷害，教訓深
刻。反中亂港政客鼓吹「違法達
義」等歪理，煽惑大學生參與黑暴
衝擊，中大、理大更被黑暴分子騎
劫成為暴亂戰場，大學校園火光沖
天、大學實驗室被洗劫、燃燒瓶弓
弩等攻擊性武器隨處可見，美麗大
學傷痕纍纍，事後修復費用數以億
計。不少大學生因參與違法活動被

捕，斷送美好前程。
校園極端政治化，黑暴氾濫，嚴

重影響本港大學的教科水平和競爭
力，亦令全球僱主對本港大學畢業
生的信任和信心大打折扣。泰晤士
高等教育（THE）近日發表「全球
大學就業能力排名 2020」，亞洲各
主要地區大學都出現明顯上升趨
勢，唯獨香港多所上榜大學排名大
幅下跌。其中，去年一度躋身十大
的香港科大排名急降 16 位至第 26
名，港大亦急跌13位至第48名。有
資深人力資源顧問直言，社會事件
衝擊下，僱主難免會質疑大學生
「過分投入」，對其知識水平有保
留，更會擔心其立場對客戶及公司
形象有不良影響，因此不願請有搞
事傾向的畢業生。大學生受人煽惑
成為煽「獨」縱暴棋子，最終淪為
「棄子」，人生前景受損，值得本
港年輕人深切反思。

中大畢業禮響起警號，各界應警
惕「港獨」黑暴死灰復燃，防範大
學再被「泛政治化」騎劫，學生再
被「港獨」黑暴洗腦綁架。正如中
聯辦發言人所言，大學校園本是育
才修學之地，不能成為違法鬧事之
所。大學管理者應真心愛護學生，
嚴格管理大學，校規該修改的修
改、該執行的執行，不能再百般放
任、姑息縱容，應該訂立應變方
案，防止類似的煽「獨」縱暴惡行
在大學校園重演；廣大學生更應汲
取教訓，守法護法，成就美好人
生。

大學生要珍惜前程 勿當「港獨」黑暴棋子
本港第四波新冠疫情來勢洶洶襲到。疫情反反覆

覆、沒完沒了，市民安全健康受威脅，經濟民生雪
上加霜。事到如今，政府實在有必要痛定思痛，認
真查找抗疫政策措施的不足，然後痛下決心，以實
現本地個案「清零」為目標，按照目標導向，採取
最嚴格的防疫措施，落實強制隔離、強制檢測、強
制追蹤，全面截斷社區傳播鏈，徹底控制疫情。要
實行目標導向，首先要明確目標，然後切實尋找解
決問題的辦法。習主席說「辦法總比困難多」，只
要明確了「清零」這個目標，辦法總能找到。

本港近日新冠確診個案又驟增至雙位數，昨日新
增接近70宗，初步確診逾50宗，更令人擔憂的是，
近兩天每天均有十多宗源頭不明個案。港大醫學院
院長梁卓偉指出，新冠病毒即時繁殖率近期幾何級
數上升，最新為 1.845，即每名確診患者可傳染 1.8
人，他更估計有10%至20%確診者可大規模播疫。多
位政府專家均認為，政府應立刻收緊防疫措施，避
免病毒流入社區，否則感染數字未來一周不敢想
像。

回望本港控疫歷程，防疫抗疫的政策措施始終未
有將「清零」作為明確目標，因而治標的措施多、
治本的措施少。但面對疫情一波比一波洶湧，如今
本港必須以外防輸入、本地「清零」，作為防疫抗
疫的根本目標，必須多管齊下，強制隔離、強制檢
測、強制追蹤環環緊扣，一步到位。在目標導向
下，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做不做得到，而是訂立堅定
的策略目標，然後考慮要怎麼做、如何做才能達到
目標。

例如，現在歐美同樣進入疫情高峰期，有大量本
港留學生即將返港，病毒由外部輸入的風險極高，
必須嚴守「外防輸入」一關。外防輸入，就要實現
從口岸到隔離地點的閉環交通；外來入境者必須在
指定專門酒店隔離，不能與其他住客混居；嚴禁隔
離期間外出或接待親友探訪。堵塞這些檢疫漏洞，
才能真正達到外防輸入的效果。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就表示，政府有需要加強入境防疫措
施，應考慮延長入境者的檢疫期，在14天強制檢疫
外再加7天家居隔離。有關建議，政府應認真研究採
納。

至於「內部清零」，則必須落實強制檢測、強制
追蹤。有本港專家亦指出，現時病毒已入社區，無
法靠單一方法控制疫情，針對特定群組，政府應及
時介入。對於檢測、追蹤，本港仍處自願階段，或
只針對高危群組。不實施強制檢測，防疫效果大打
折扣。根據內地的防疫經驗，全民強制檢測、強制
追蹤，同時對感染者進行居家隔離、方艙隔離，或
者是住院隔離，嚴守社交距離，才能迅速找出病
源，有效切斷社區傳播鏈，實現疫情「清零」。香
港本地個案能否「清零」，端看政府能不能落實強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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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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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市民支持特區政府推
行全民強制檢測。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反反
覆覆，不論前線醫務人員到普通民眾，都難免因長
期抗疫而出現疲勞現象，容易對抗疫產生麻木，防
疫拖得越長，效果恐怕只會更差。

本港作為多元社會，任何政策、措施難免存在不
同意見，落實起來難免有困難和阻力。但辦法總比
困難多，而且希望一個辦法被所有人認同接受，幾
乎是不可能的。要讓人人滿意，最後一定是所有人
都不滿意。本港經過三輪抗疫，檢測能力、建設方
艙醫院的能力、經驗都有所提升，而且現在醫護
界、普羅市民、公務員團體，都充分認識到抗疫的
迫切性，相信較之前三波疫情，如今本港更有能力
應對疫情，關鍵是政府下決心、有承擔，一鼓作
氣，按專家的科學建議，力排干擾，作出更徹底的
防疫政策決定。

目標導向痛下決心 「清零」為本升級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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