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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遊公海
旅業促復航
旅遊署：觀摩鄰區經驗再探討

 !7
  0 


! .

26

啟，香港旅遊業界也積極爭取重啟郵輪「公海遊」。成
功在新加坡重啟郵輪遊的國際郵輪公司香港負責人昨日
入一系列防疫措施，在復航 4 個多月內接載逾 5 萬名旅

文匯報

也期望香港的郵輪遊盡快重開有期。」香港旅遊事務署
則表示，會因應疫情最新發展，並觀摩星台日逐步恢復
郵輪航程的經驗，繼續探討重啟不停靠外港的公海遊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 新加坡郵輪遊的船
上活動必須戴上口罩。
皇家加勒比供圖

加勒比 100%新鮮過濾空氣

倘要乘客打針會盡量配合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仍未就重啟郵輪遊
作出決定，金綺晶表示理解，因政府最
關注的是市民安全，確有需要作詳細考
慮。對於政府日後提出的重啟條件，例
如或要求旅客上船前需接種疫苗，他們
會積極考慮及盡量配合。
她表示，該公司已為香港母港的航程
作好準備，但因需為海外船員的檢疫隔
離作安排，當郵輪遊宣布重啟後兩三個
月即可展開旅程。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
表示，旅遊業界十分期望郵輪遊能盡快
重啟，因旅行社與郵輪公司一向是緊密
的合作夥伴，旅行社會協助郵輪公司推
介及銷售各式郵輪航程。現時旅行社面
對的困境是「無貨可賣」，郵輪遊重啟
可讓旅行社有生意可做，有較大的營運

空間，加上本地遊有望重啟，將有助整
條產業鏈重新發展。
對於郵輪遊何時重啟，旅遊事務署回
應表示，政府一直致力發展香港成為區
內郵輪樞紐，會考慮鄰近地區的經驗，
探討在疫情保持穩定之下，重啟不涉及
停靠香港以外港口的公海遊郵輪航程的
可行性。
香港旅遊發展局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待郵輪旅遊重啟後，旅發局的推廣會先
從本地做起，首先宣傳「海上 Staycation」，並同時推廣郵輪旅遊新訂立的
安全衞生標準，冀能建立旅客的信心，
之後再逐步向內地及國際市場進行推
廣。旅發局亦會加強支援業界，增加配
對基金資助，協助業界推出吸納旅客乘
坐飛機或鐵路來港參與郵輪假期。

啟德泊位預訂 約期可至 20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郵輪業停擺，郵輪客
運碼頭也唇亡齒寒。啟德郵輪碼頭董事總經理班智榮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去年郵輪碼頭失去
經常性收入，承受巨大的經營壓力，但公司並未遣散
任何職員，只有三分之一員工主動離職，公司至今未
補充空缺。不過，郵輪碼頭泊位已開始接受預訂，要
排期至 2023 年，反應理想，冀疫情改善及疫苗護照普
及後，旅遊業可逐步回復正常。
班智榮表示，在疫情期間，郵輪碼頭的經營十分困
難，但相關行業包括旅行社、裝卸人員、物資供應
商、旅遊車供應商等同樣受直接影響，部分公司更需
大量裁減員工或讓員工減薪才能生存。不過他相信，
香港未來數月內有望重啟郵輪「公海遊」，為旅客提
供多一個度假選擇。
他解釋，目前全球已有逾30個地區重啟郵輪遊，各地
均採取嚴格檢測，以及無論在船上及岸上均採取一連串

安全措施，去年夏天逾40萬人次參加外地的郵輪航程，
僅錄得50宗確診個案，而全部確診者均即時被隔離，沒
有在船上出現爆發，加上鄰近的新加坡郵輪遊營運數月
也沒有出現個案，給予信心香港重啟郵輪遊。

多重防疫措施 隨時按標準修訂
班智榮指出，郵輪碼頭已準備好多重防疫措施，包
括添置能提供良好室內空氣質素以及迅速換氣的設
施；置有先進的探測體溫裝備：配備非接觸式的水龍
頭，梘液機和抹手紙機；添置多部流動紫外線 (UV-C)
消毒裝置；設有負壓隔離室等醫療設施；以及定期進
行病毒爆發的演習等，以保障所有遊客和船員的安
全。
他表示，一旦政府就重啟本地郵輪遊提供安全標
準，他們會即時修訂已有的安全指引，迅速地回應相
關要求。目前郵輪碼頭已收到不少郵輪公司的泊位預

所有船員和旅客在上船前
均需接受病毒測試

郵輪防疫措施

皇家加勒比遊輪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金綺晶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
該公司在新加坡復航的經驗。她表示疫
情爆發初期，集團已成立一個由多名醫
學專家、科學家等組成的委員會，釐定
郵輪遊重啟時需要採取的防疫措施。該
公司與新加坡政府相關部門經過長時間
商討，終落實採取一系列嚴謹防疫措
施。
她指這些措施包括進行嚴格的測試及
篩查，所有船員每兩星期需接受一次核
酸檢測，旅客亦需持有上船前72小時內
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船上設有具供
暖、通風及過濾空氣調節功能的 HVAC
系統，確保有 100%新鮮過濾空氣，船
上公共場所每小時平均換氣 15 次至 20

次，客房則為12次。
她表示，船上會嚴格執行消毒及清潔
程序，主要區域每30分鐘消毒一次；增
添洗手和消毒設施；減少船舶容量，以
擴大乘客的社交距離；加強船上醫療保
健服務，提供全天候醫療支援；有設施
追蹤旅客在船上行蹤等。

船上設備確保可提供
100%新鮮過濾空氣、頻
密換氣

輪上防疫：測檢 隔離 追蹤 消毒 回航

100%新鮮過濾空氣流程示意圖

夢郵輪，去年 7 月底已在台灣啟航，新
加坡亦於去年11月初啟航。
另一家公司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也於
去年12月初在新加坡重啟郵輪公海遊，
航程由 2 天至 4 天不等，只供新加坡人
參加，途中亦不會停靠任何港口。

香港仔

爆 料 專 線

客，一直保持零確診，「香港重啟郵輪遊時可作借鏡，

多個地區最近逐步重啟郵輪
鄰近遊，亞洲首間復航的郵輪公司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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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該公司在新加坡的航程引

輪航程的可行性。

星期一

2021 年 4 月

隨着不少地區的疫情逐漸受控，郵輪遊已在多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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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綺晶表示，
金綺晶表示
，新加坡郵輪遊的防疫
措施有效，因為郵輪公司有釐定處理
措施有效，
事故的既定程序，
事故的既定程序
，以杜絕病毒在船上
散播。
散播
。 早前當地郵輪上發生一宗事
件，足以證明相關措施行之有效
足以證明相關措施行之有效。
。
她憶及：「
她憶及
：「當時有一名旅客感到不
當時有一名旅客感到不
適，在船上即時接受測試，初步發現
呈陽性。我們立即將他及其緊密接觸
者隔離，同時以科技追蹤他在船上的
行蹤，為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進行
測試，並為全船進行消毒及清潔等。
郵輪立即駛回碼頭，所有人需接受檢
測並呈陰性才可下船。」
她說，事件發生時，他們能完全執
行既定程序，郵輪上沒有人受感染，
當日身體不適的旅客最後證實只屬
「假陽性」。新加坡郵輪遊重啟 4 個
多月，至今未有確診個案，足證在具
備完善防疫措施下，旅客可享受既安
全又舒適的郵輪旅程。她希望新加坡
的成功經驗，可讓香港在重啟郵輪遊
時作借鏡。

嚴格執行消毒及清潔程序
減少船舶容量以擴大乘客
的社交距離
有設備追蹤旅客在船上行
蹤
船上全天候提供醫療支援
資料來源：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 新加坡公海遊的郵輪上有充足醫
療人員和設施。
皇家加勒比供圖

郵輪公司看好港市場
「港人高收入愛旅遊」

香港特區的郵輪業仍陷冰封
期，金綺晶表示，確信香港郵
輪業在疫後定會出現反彈，
因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大
量內地、國際旅客到訪，加上
香港人普遍收入高，更非常熱
● 金綺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愛旅遊，故對未來的發展非常
樂觀。
金綺晶表示，該公司成立逾 50 年，航線遍布
全球 72 個國家共 270 個目的地，前年全球客量
達 650 萬人次，來自大中華區旅客佔 100 萬。
● 啟德郵輪碼頭自從去年 2 月初停泊過「世界夢號」
但自疫情爆發後，去年客量急跌 80%至僅 130
後，至今一直沒有郵輪靠岸。
資料圖片
萬人次。大中華區是他們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
二大市場，增長率亦最高。該公司非常重視香
訂，不少預訂更已到 2023 年。他希望疫情很快得以改
港市場，前年有 15 個航次從香港出發，乘客中
善，疫苗接種率增加，加上疫苗護照的普及，能讓旅
佔 70%是港人，其餘 30%是來自內地和國際的
遊業逐步回復正常。
旅客。
旅遊事務署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一直密切留意啟德
她直言公司對香港郵輪業未來的發展非常有
郵輪碼頭及海運碼頭的情況，並與業界保持聯繫及提
信心。該公司連續多年調配全新郵輪行走香港
供適切支援，包括向啟德郵輪碼頭的商戶提供租金寬
的航次，最新打造全球最大的郵輪「海洋奇蹟
減，以及向郵輪公司在入境服務暫停期間取消相關航
號」 （Wonder Of The Seas）已鐵定明年底
次的泊位訂金提供退款等。
訪港，足見該公司對香港郵輪業前景感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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