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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控疫不力後果嚴峻 市民難免捱貴貨

深研加碼防輸入
跨境貨車或限行
(

峻，控疫未能做到「清
零」，後果不斷浮現，個

案更波及內地，僅第四波疫情以來香港輸入內地確診及關聯病例至
少有 10 宗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為嚴控疫情，目前有意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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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港控疫不力，對深圳防控疫情構
成巨大壓力，深圳目前擬對香港跨境貨
車實行「單雙號通行安排」，以減少病
毒傳播危險。圖為深圳口岸嚴格檢查入
境香港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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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

庚子年十一月初二 初七冬至

短暫陽光 早上清涼
氣溫13-17℃ 濕度55-75%

港字第 25834 今日出紙 3 疊 8 大張 港售 10 元

跨境貨車實行「單雙號通行安排」，目的是減少 50%跨境貨車車
流。深圳市口岸辦昨日下午與香港跨境運輸業界開會聽取意見，雙
方未達成共識，雖然暫時不會落實，但業界相信香港疫情進一步失
控的話，該計劃勢在必行。有香港跨境貨車司機透露，若推行有
關計劃，只有六七百輛運送鮮活食品貨車獲豁免，除影響司機生
計，還會直接損害供港物流鏈，估計每天跨境運貨量應聲下跌至
少兩成，成本上升一倍，並轉嫁香港消費者，使港人疫下仍要捱
貴貨。業界指出，徹底化解物資危機的唯一方法是香港以更大力度
抗疫，早日實現「零新增」與「零確診」，才能使深圳安心讓香港
司機入境。

昨日，香港運輸署、深圳市口岸辦
和香港跨境運輸業界等有關負責

運輸業界擔憂步食肆業後塵
貨櫃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迪手透
露，為了嚴防疫情，此次深圳市口岸辦
公室計劃出台措施，要求跨境貨車採取
單雙號通行安排，目的是減少 50%跨
境貨車。最終，基於多方面的考慮，深
圳市口岸辦暫時擱置單雙號限行的計
劃，並要求明年2月10日後，除鮮活車
輛禁行文錦渡以外，其他所有貨車禁行
皇崗和文錦渡口岸。
從事跨境物流運輸的恆峰物流集團
總經理劉明表示，公司有數十位香港司
機，如果推行貨車單雙號限行，公司業
務和效率將暴跌五成，大量香港司機將
會辭職，公司會瀕臨倒閉。他期望跨境
司機可以早日接受新冠疫苗注射。鴻太
信物流董事長李輝表示，貨車單雙號限
行是不現實的，目前的出口高峰將備受
衝擊，大量訂單難以及時出口交付海外
客戶手中，將引來大量投訴和索賠等。
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副主席謝浪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計劃暫
時擱置，但相信如果香港疫情進一步失
控，該計劃勢在必行。運輸公司老闆會
因為新措施而導致營運成本翻倍，令運
輸成本增加。他形容：「業界到時的情
況有如食肆一樣，只能夠節衣縮食度
日。」
他表示，不排除把增加的運輸成本

按比例轉嫁到香港消費者身上，「有些
老闆可能要換架大車載貨，塞多些貨。
但每天運貨量仍會下跌至少兩成，工時
減半，成本升一倍。」他解釋，老闆不
會隨便增加運載次數，「如果走多轉之
前已經會做，唔會因為措施而走多轉，
所以都係損失半個月生意。」
他又指，措施的觸發點是有香港跨
境司機染疫入境內地，使當地多名市民
需要檢疫，部分場所需要關閉，影響當
地人生活，甚至有人「貼大字報」要求
禁止香港司機入境，內地政府需要平衡
社會民生而作出限制措施。他形容，香
港不能怪別人，「係香港在防疫控制上
失敗，人哋都要保障自己的市民，作出
防控措施。」他認為，特區政府未能下
防疫決心，一再拒絕實施全民強制檢
測，以及禁足等強硬防疫措施，才使香
港疫情失控，犧牲民生經濟。

萬輛貨車受影響波及各行業
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
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按深圳
政府的計劃，只有六七百輛運送鮮活食
品貨車會獲豁免於跨境貨車單雙號限
行措施，一旦措施最終落實，香港會
有約 1 萬輛貨車受影響，「司機現時
是多勞多得，他們的收入勢必大幅減
少，而物流公司也難以繼續生存，他
們的單雙號車牌未必平均，運力可能
跌超過一半。」
香港絕大部分的物資供應都是來自
內地，蔣志偉指，跨境貨車單雙號限行
所影響的不單是跨境物流業界，本地其
他相關行業亦會受影響，「內地供港的
物資不只是廁紙等日常用品及需轉口貨
物，香港大部分建築材料，以至建築物
預製組件都是從內地運到香港。」一旦
跨境貨車運力減半，其他行業也可能被
迫停工，香港社會將難以正常運作。

司機憂生計 盼早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李昌鴻
深圳報道）12 月 1 日，深圳新增一例新
冠肺炎輸入病例，是一名深港跨境貨車
司機。為了嚴防嚴控疫情，在 12 月 2
日，深圳市口岸辦發布通知稱，即日加
強口岸核酸檢測力度，對豁免入境隔離
的跨境貨車司機，每天首次入境時
100%進行核酸檢測。受此影響，香港
司機需要每天排隊檢測，許多物流公司
效率下降兩三成，香港跨境司機收入也
相應下降，大量司機紛紛辭職。
貨櫃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迪手表
示，今年 4 月以來受內地嚴格的防疫措
施要求和後續日益收緊的核酸檢測，有

效期由之前 72 小時改為 12 月 2 日起 24
小時，香港司機深受疫情檢測排長龍檢
測、收入大降等影響，許多人放棄跨境
運輸工作。
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副主席謝浪表
示，特區政府對全民強制檢測、禁足等
措施有所保留，香港抗疫成功的希望唯
有落在疫苗上，他希望政府將跨境貨
車司機列為優先接種疫苗的群組，並
安排司機接種國產疫苗，「其實除了
老弱婦孺，跨境司機亦屬於高危人
士，應該優先注射疫苗，而中國疫苗
獲內地認可，我們希望接種後可以免
檢疫進入內地。」

第四波以來 港傳內地 確診 關聯案

人在福田口岸落馬洲舉行協商會議，就
深圳市口岸辦公室擬構想對跨境貨車實
行單雙號限行，以嚴控疫情。對此，香
港運輸署和跨界貨車業界人士均表示反
對，因為此舉將嚴重影響跨境物流業
務，尤其是目前正處於出口高峰期，令
大量物流公司業務深受衝擊，大量香港
司機收入將大跌，並會紛紛辭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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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疫情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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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北京市衞健委昨日發布
消息，北京市在三天內新增兩例香港輸入病例。香港文匯報記者
梳理網站不完全統計，自 11 月中旬第四波新冠疫情以來，從本
港輸入內地的確診及關聯病例目前至少有 10 人，其中確診病例 9
人，關聯病例1人，以輸入廣東省病例最多。

輸入廣東個案達六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各省市衞健委網站不完全統計，11月中旬
香港第四波新冠疫情至今，香港輸入內地病例有增多趨勢，尤其
在廣東省自香港輸入的確診病例多達 6 人，廣東省衞健委官網信
息顯示，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12 月 2 日、12 月 4 日、12 月 5
日、12月12日皆有來自香港的確診病例，其中深圳市3例，惠州
市2例，珠海1例。
另外，12 月 2 日，深圳新增 1 例與香港輸入病例關聯的無症狀
感染者，係12月1日確診港籍跨境貨車司機陳某的密切接觸者。

京兩個案搭同一航班
此外，福建省衞健委在 11 月 21 日也確診發現一例香港輸入病
例。該病例於 11 月 20 日乘坐航班自香港至福州市，抵達福州後
進行核酸檢測，21日發現檢測結果為陽性。
值得關注的是，在北京發現的最新兩例香港輸入病例乘坐的是
同一趟航班。根據民航局國際航班熔斷規定，航空公司同一航線
航班，入境後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旅客人數達到 5 個的，暫停
該公司該航線運行 1 周；達到 10 個的，暫停該公司該航線運行 4
周。「熔斷」的航班量不得調整用於其他航線。「熔斷」期結束
後，航空公司方可恢復每周1班航班計劃。

■第四波疫情以來
第四波疫情以來，
，從本港輸入內地的確診及關聯病例
目前至少有 10 人，其中以輸入廣東省病例最多
其中以輸入廣東省病例最多。
。圖為
港人在深圳灣口岸過關入深圳。
港人在深圳灣口岸過關入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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