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7 ��

����� �

7 ��7 ��7 ��7 ��7 ��7 ��7 ��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關閉處所有酒吧、酒
館、浴室、派對房間、夜店
及夜總會

禁止在會址內進行現場表演
及跳舞活動

包括酒店及會所等所有
餐飲處所的所有宴會人

數上限為40人，即
最多4人一枱，

全場不得多於
10枱

市民在婚
宴 、 敬 酒 活
動、非飲食期
間必須戴口罩

限制酒店或旅館
內的聚集活動及加強防止感
染控制措施，包括為客房或出租
單位設人數上限、要求酒店將
受檢疫人士與其他非檢疫人士
的房間隔開

酒店採取合理措施確
保受檢疫人士在檢疫期間，
不得離開其客房及不得接受
訪客等

所有開放營業的餐飲業
務和表列處所須於下月3日
前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
場所二維碼，並在收到有關
二維碼後兩個工作天內，在
入口當眼位置展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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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告急，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宣布一系列

防控新措施，明日(26日)凌晨零時

起，所有酒吧、酒館、浴室、派對

房間、夜店及夜總會必須關閉，並

禁止在會址內進行現場表演及跳舞

活動；酒店及會所等餐飲處所內，

所有宴會的人數上限降至40人，有

關措施為期7天。對於今次最大的感

染源頭跳舞場所，特區政府坦言有

關場所無發牌機制，無法下令有關

場所關閉，只能呼籲市民停止跳舞

活動。

酒吧夜總會明起停業一周
宴會主客限40人 敬酒須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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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為方便政
府追蹤新冠肺炎確診者潛伏期間的活動
軌跡，政府昨日宣布所有開放營業的餐
飲及表列處所，須於下周四（3日）前申
請「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二維碼
（QR Code），並在收到二維碼後的兩
個工作天內，張貼於處所的當眼位置，
呼籲市民出入時掃描場所的二維碼記錄
到達及離開時間。店方強制張貼二維
碼，但客人卻可自律使用，有食肆表示
會配合政府的規定，但擔心長者不諳新
科技，甚至連智能手機都沒有配備，擔
心店方勸喻使用時會得失客人。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宣布對
防疫措施「加辣」，其中一項措施是明
天刊憲，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
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
章，要求餐飲業務的處所，以及表列處
所都要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的二維
碼，並須在兩日內張貼在入口當眼處，
讓市民使用記錄出入時間，做法與目前
要求出入食肆的市民要量度體溫及用酒
精搓水液搓手的規定同出一轍。
規例只強制店方要提供二維碼，卻不
管客人是否使用，陳肇始被問到客人拒
絕使用「安心出行」有無刑責時，她沒
有正面回應，只強調政府會盡力推廣，
呼籲市民自律使用，齊心抗疫。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傳
媒，則透露如有需要，或會強制市民使
用。

店方擬多貼幾張
目前全港有約1.4萬個公私營場地參與

計劃，私營場所約佔6,000個，但仍有不

少食肆無參與，倫敦酒樓是其中一間沒
有參與的食肆，副總經理蘇萬誠表示會
支持政府推行「安心出行」，將會全力
配合，但坦言不會強制茶客必須掃描二
維碼才能內進，「畢竟是自願性質，無
法由我哋強制執行，除非政府規定。」
他又指，由於「安心出行」包含個人

資料，有別於體溫檢測，因此相信部分
市民會因為隱私因素而拒絕使用。他又
認為，「安心出行」雖然有助追蹤確診
者，但對一些沒有智能手機的長者來說
是「無用」，他認為政府加強公眾衞生
教育，提升市民的衞生意識更實際，例
如吃飯時避免聊天，待用餐完畢後戴口
罩後慢慢聊天。
台灣食肆老闆金先生表示，若政府強

制食肆參與「安心出行」，他會配合政
府工作，把二維碼貼在門口及收銀處附
近，若有多餘的二維碼則會貼在桌子及
牆上，方便客人使用。「其實參與都係
為保障市民和商家，若得悉有確診者曾
到訪我的店舖，能夠第一時間做全面清
潔及要求員工即時檢測，讓前來的客人
放心，亦能堵截有關的傳播鏈，也是好
事。但也要尊重客人的意願，不會強迫
對方使用。」

食客有願有不願
茶客胡先生表示，若酒樓貼有二維碼

會考慮使用，但認為對於飲茶的長者沒
有幫助，「店方要教導他們使用，很麻
煩。」朱小姐則表示，若政府非強制性
要求市民使用，她將拒絕使用，「因為
覺得使用方法麻煩，而且我的行蹤都被
上報，感覺沒有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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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香港
新冠疫情已經反彈，要即時收
緊防疫措施。病毒檢測是遏止
疫情擴散的關鍵，特區政府將
通過「須檢必檢」、「應檢盡
檢」和「願檢盡檢」計劃為強
制檢測、目標群組以及願意檢
測的市民進行檢測。此外，提
供取樣服務的社區檢測中心將
增至9間，檢測樣本收集包的派
發服務會擴至全港郵局。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的記

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周的疫情惡化得非
常快，要即時收緊防疫措施，食物及衞
生局將發出指令，關閉部分處所。

特首籲遵守強檢指示
她強調，病毒檢測是應對疫情的關

鍵。檢測方面有「須檢必檢」、「應
檢盡檢」和「願檢盡檢」計劃。「須
檢必檢」即強制檢測，任何屬於要接
受強制檢測的人士，如果不在指定期
內接受檢測、提交檢測報告，須要被
定額罰款2,000元，特區政府會向該位
未做檢測的人士發出強制檢測令，如
果再違反這個強制檢測令，罰款就會

提升至最高25,000元及入獄6個月。
她呼籲任何人士為己為人，為了香

港社會能夠早日走出疫情、恢復經濟
和社交生活，必須要嚴守這些規則，
當屬於要接受強制檢測的群組時，便
盡快接受這些強制檢測。
她直言特區政府現在的能力遠比抗

疫初期好，目前有4,000個特設強制檢
疫單位，如果有院舍長者或傷殘人士
需要接受檢疫，特設設施內亦有680
個床位。醫管局的隔離和治療設施共
有3,800張病床，到明年1月內，另外
800張負氣壓的病床將會在臨時醫院
落成，屆時香港將會有4,500多張病床

可以做隔離和治療的設施。
另一方面，對無須強制檢測

的人，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將
提供「應檢盡檢」，包括上水
屠房、葵青碼頭、老人院舍
等。她又指，是時候要求所有
在老人院舍、殘疾人院舍和護
養院的員工接受強制檢測，否
則他們不能再上班。

新檢測中心周末啟用
她說，「願檢盡檢」針對想

要檢測的市民。醫管局會繼續
在47間門診派發深喉唾液的樣本瓶，
未來將把派發樣本瓶的服務擴展至全
港121間郵政局，亦正在探討延伸至主
要港鐵站。除了已有的4間社區檢測中
心，本周末或最遲下周初便會增加五
間社區檢測中心，為「須檢必檢」和
「應檢盡檢」的人士提供取樣服務。
林鄭月娥還表示，前日開始的「回
港易」不受影響，因為內地和澳門現
時疫情控制得非常好。香港針對從內
地、澳門來港人士，已發出了32萬張
檢疫令，沒有一個確診個案；而向海
外回港人士發出的21萬張檢疫令，現
在已有1,167宗確診個案。

「三檢」齊下 郵局派瓶

■社區檢測中心將由4間增至9間。 中新社

■■全港食肆必須在全港食肆必須在1212
月月33日前申請日前申請「「安心安心
出行出行」」的二維碼的二維碼，，並並
張貼在入口當眼處張貼在入口當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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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昨日宣布一系列防疫新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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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本港疫情
近日出現急劇變化，由室內群組聚集

活動引致的大型群組爆發，已涉及逾130宗
確診個案，且連續數天出現多宗源頭不明個
案，近三分之一受感染者均沒有病徵，顯示
社區已出現多條傳播鏈，因此必須收緊各項
社交措施。

會址內禁表演跳舞
她宣布，所有酒吧、酒館、派對房間、夜

店及夜總會由明日凌晨零時起關閉，同時禁
止在會址內進行現場表演及跳舞活動；連同
早前公布的措施，即所有餐飲處所、夜店或
夜總會和會址均禁止現場表演及跳舞活動。
另外，餐飲處所現時不得多於4人一枱，以

及顧客數目不得多於座位數目一半的規定將
繼續實施，但所有宴會的人數上限會調整至

40人，即每4人一枱而不可多於10枱，有關
措施適用於包括酒店及會所在內的所有餐飲
處所。而市民在離開餐桌時，例如在婚宴等
場合進行敬酒活動時，不得飲食並必須佩戴
口罩。

酒店房間限定人數
陳肇始同時宣布，限制酒店或旅館內的聚

集活動及加強防止感染控制措施，包括為客
房或出租單位設上限人數；要求酒店將受檢
疫人士與其他非受檢疫人士的房間隔開，並
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受檢疫人士在檢疫期間不
得離開其客房及不得接受訪客等。至於4人
限聚令及口罩令則繼續有效。

舞校跳舞無例監管
對於舞蹈學校或跳舞場所，陳肇始承認「無

王管」，涉及「跳舞群組」的21個場所當中，
部分屬無須持牌的跳舞學校，現時可能沒有
法例規管該些場所，陳肇始表示：「是否全
部都要法例規管？大家要理解，現在有進行
這些活動但現行機制未必有牌照，但不等於
它不可以做事。有牌、無牌也好，都要大家停
止這方面的活動，遏止全社會擴散。」
據了解，跳舞學校如果在派對房間、夜店

營運開班，法例是禁止的。但若跳舞班在健
身室、康文署體育館、私人處所等開班，只
要遵守防疫規定，法例是無法禁止的。
陳肇始表示，政府會加強執法，確保餐飲

處所遵守有關規定，特別是不得多於4人一
枱，以及顧客數目不得多於座位數目一半的
規定。陳肇始指出，執法部門最近已加強執
法，單在過去一星期已到餐飲及各類表列處
所巡查逾11,903及615次，分別就違規個案

向處所負責人提出 28宗及 2宗檢
控，並向572名違反限聚令或口罩
令的市民發出罰款通知書。食環署
更於過去周末與警方展開聯合行動，
巡查了52間食肆，以確保有關社交
距離的指示得以遵守。

逾九成人贊成防疫限聚「加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青

研香港」早前進行的網上民調發現，
逾九成人贊成特區政府推行更嚴厲的
防疫限聚措施。「青研香港」召集人
陳志豪促請特區政府果斷推出更嚴謹
的入境檢測及隔離安排，並推行強制
確診大廈居民檢測等措施。
「青研香港」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
「市民對防疫政策措施的意見」調查
結果。調查在本月21至23日，以網絡
問卷方式成功訪問6,004人。結果顯
示，90.5%人贊成特區政府推行更嚴
厲的防疫限聚措施；90.5%人贊成特
區政府在疫情期間加強搜集市民的出

行記錄，以助追蹤病毒傳播鏈；
93.7%人支持安排統一地點或酒店以
集中隔離檢疫所有海外抵港者。
調查並發現，79.9%受訪者對特區

政府的抗疫表現表示不滿意；八成半
人憂心感染新冠肺炎；59.7%人認為
香港需半年以上時間才能「清零」。
陳志豪促請政府果斷推出更嚴謹的

入境檢測及隔離安排，並以強制確診
大廈居民檢測等措施，早日「清零」。
「青研香港」發言人周元谷指出，
數據顯示市民認為對海外抵港者的檢
疫安排需要加強，建議特區政府應選
定若干酒店作隔離檢疫，並安排專車

往返，或研究設置隔離營。
另一發言人賴嘉汶表示，內地進行

大規模強制檢測的成功經驗，值得特
區政府仿效，而當局亦可以日後接種
疫苗的優先權作誘因，鼓勵市民自願
參與檢測，有助切斷病毒傳播鏈。

陳恒鑌冀抓時機「阻輸入截傳播」
「青研香港」顧問、立法會議員陳

恒鑌強調，調查結果反映市民一面倒
支持收緊疫情防控措施，冀特區政府
把握時機，做好「阻輸入、截傳
播」，包括全港性推行「安心出行」
等措施，盡早戰勝疫情，重啟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