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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親見東涌染疫外傭所到街市疏防範：缺少安心碼 探熱無人理

防疫措施有漏洞 變種病毒隨時爆


●流動檢測站大排長龍
流動檢測站大排長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出現首宗社區感染變種病毒的源頭不
日繼續安排染疫外傭居住的東涌映灣園悅濤
軒第十一座居民前往竹篙灣隔離營接受為期
21 天檢疫，患者曾到過的東薈城亦有商戶
暫停營業並安排職員接受強制檢測。不過，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巡查所見，染疫外傭曾到
之處疏於防範，其中富東街市不單未有在所
有出入口展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二維
碼，市民出入時亦未有被要求探熱，隨時成
為變種病毒的傳播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富東街市的人流較平日少。
9 日到富東廣場富東街市，香
染疫外傭曾於上月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該處巡查，發現街市的防

疫措施並未有加強，兩個出入口雖然都有放置探熱
設備，惟兩部儀器旁都沒有職員當值，市民未有探
熱亦一樣可以進入。
同時，街市的兩個出入口中只得其中一個有展示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二維碼，未能方便市民自行
記錄行蹤，此舉或會拖慢檢測進度，令傳播鏈持續
在社區蔓延。

外傭：東西便宜經常來
每星期都會到該街市的外傭
Ma. Cyrili Ca -ay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直認，事前不知道
有確診者到過街市及街市到訪者
需接受強制檢測，「這個街市的

東西較便宜，所以較多選擇來這個街市，如果知道
的話會轉到其他地方買餸。」

陳生：街市人流少一半
在該街市賣雜貨的陳先生坦
言，區內出現帶變種病毒株的
確診個案令街坊感到憂慮，昨
日的街市人流更較平日大減一
半，「我每日開工都要接觸很多
人，只好自己小心點，除了繼續戴
口罩外，每次收錢後亦會消毒雙手，以減低受感染
風險。」
附近居民亦對社區出現變種病毒株感到十分擔
心，但認為新冠病毒似是避無可避 。陳先生直
言，外傭所到之處幾乎都是東涌居民每日必經之
處，現時只好暫停與朋友聚會 ，以防止病毒傳

食肆須貼平面圖辨別用餐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播，「我已經打了第一針新冠疫苗，可以做的都
已經做了，會先觀察疫情會否反彈，再考慮是否
約朋友見面。」

劉小姐：憂心兒子返學
染疫外傭的女僱主為東涌靈糧堂
秀德小學教師，她的檢測結果雖
然呈陰性反應，但有家長仍對情
況感到十分擔心。劉小姐表示，
本周三深夜突然接獲學校通知要
停課，暫時仍未知道何時可以復
課，「現在雖然只是上半日課，但小朋
友在學校是否可以做好防疫措施是疑問，即使可以
復課亦會擔心學校是否安全。」不過，她的兒子正
就讀小五，即將要應付呈分試，形容學校復課後是
否讓他立即上學是兩難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政府早前要求食肆改
善換氣條件，所有提供堂食的食肆，須於昨日前將座
位間的換氣量提升至每小時至少 6 次，或加裝符合規
定的空氣淨化設備。食環署昨日表示，截至上月 28
日，全港約1.8萬間餐飲處所中，有約4,900間已在網
上提交登記，另有約 2,100 間提交延期申請，會按法
理情處理。有議員指有承辦商趁火打劫，一張合格證
明書收費倍增至 5,000 元，促請政府設定收費上限，
並為業界提供相應資助。

酒樓業：七成未能做到 C 或 D 類營運

合規證書收費高 議員促政府限價

制在 20 人及 100 人，「20 人至 100 人中間有冇個中位
數？」

酒吧業：難掃描顧客接種記錄
有復業的酒吧則反映難以掃描顧客接種疫苗記錄。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媚昨日表示，即使以 Android 系
統手機安裝政府提供的應用程式，都不斷顯示未能運
作，只能以其他方式記錄，又透露大部分重開酒吧的
員工都自願接種疫苗，惟有少數員工因對疫苗有顧慮
而選擇自願離職。

●有復業的酒吧反映難以掃描顧客接種疫苗記錄。圖
為中環一酒吧。
資料圖片

染疫外傭同時帶有 N501Y
及 E484K 兩種變種病毒株，
政府將 5 個她所到之處列為
強制檢測地點，當中包括東
涌富東廣場及東薈城兩個連
接港鐵站的大型商場，令東
涌大部分居民都受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所見，區內兩個流動檢測站均於早上起已大排
長龍，連中午也要輪候逾 3 小時，即使政府於
下午再加開一個檢測站亦未能滿足需求，最終
決定將強檢時限延遲一天。
設於東涌北公園七人硬地足球場的檢測站昨
日下午一時許有逾千名居民排隊，其中潘小姐
輪候了 3 小時仍在球場的入口位置，「無想過
要排超過3小時！」
另一個設於富東邨富東廣場地下對出空地的
流動檢測站同樣大排長龍。任職醫護的方小姐
表示，雖然擔心變種病毒會令香港疫情再次反
彈，但質疑政府今次強制檢測範圍過大，「富
東廣場及東薈城都連接港鐵站，大部分居民出
入都會經過，過往一般都是逗留超過兩小時才
需要檢測，但今次經過就要，除非她（染疫外
傭）在相關地方除下口罩，否則我認為路過的
人沒有必要接受檢測。」
由於原有的兩個流動檢測站未能滿足需求，
政府昨日下午進一步在東薈城對出位置加開區
內第三個流動檢測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表示，由於今次強制檢測所涉及的人數較
多，決定將原本最遲今日檢測的限期延至明
日，同時會繼續物色地點開設更多流動採樣
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換氣量達標食肆不足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前
日開始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包括讓食肆按員工及顧客有否接種疫
苗等分 A、B、C 或 D 類模式運作。食環署
昨日在其網頁上指示，所有餐飲業務若以多
於一種模式運作，須全日 24 小時於處所入
口處張貼平面圖，以區分及辨別不同用餐區
域是以哪種模式運作；如處所有多於一個樓
層，每一樓層也要張貼平面圖，且平面圖須
●食環署要求食肆以不同顏色區分不同區域。 食環署網頁圖片
清晰可見及不受阻擋。
綠色，以資識別。
食環署指出，每一樓層的平面圖尺寸須不得小於
食肆的 A 類及 B 類運作模式為現時已有模式，C 及
297 乘 420 毫米（即 A3 大小），文字字體顏色須為
D 類為「疫苗氣泡」下的新增模式，其中 C 類是員工
黑色、字型須為新細明體，字體尺寸不得小於 16。
須接種首劑疫苗及顧客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另外， 平面圖須按比例繪製各「特定範圍」（包括
每枱可增至 6 人及堂食至午夜 12 時；D 類則是員工已
B 區、C 區及 D 區）位置、尺寸、其內各張餐枱的位
接種兩劑疫苗並過了14天，加上食客亦接種了首劑疫
置，並須就可同作宴會活動的餐枱加上註釋，亦須
苗和掃「安心碼」，每枱便可增至 8 人，堂食可至凌
按食環署指示，包括以顏色顯示「特定範圍」等相
晨2時，宴會人數上限則由20人增至100人。
關內容，其中 B 區為紫色、C 區為淺桃色，D 區則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處所有條件放寬營業
的「疫苗氣泡」措施周四實施，食肆可按員工及顧客
接種疫苗情況分為「A、B、C、D」模式營運。香港
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昨日指出，由於未能符合全
體員工接種首針疫苗的要求，措施實施首日仍有七成
酒樓業界未能做到 C 或 D 類營運，又對措施能否大幅
提升生意額不表樂觀。
梁振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部分空間不大的食
肆，按規定劃分 6 人枱區域有困難，業界估計放寬至
6 人一枱對生意額大幅提升並不樂觀，如有一兩成都
「偷笑」。
由於目前疫苗接種率仍低，自己旗下食肆仍有一成
員工因各種原因而未打針，估計在即將到來的母親
節，八九成業界都難以實行 D 類運營模式，即放寬至
8人一枱，去接待已接種疫苗的顧客。
婚禮顧問歐惠芳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疫苗
氣泡」對婚宴的放寬限制要求嚴格，賓客要接種疫苗
及有陰性檢測證明，形容「得個難字、煩字」，亦因
須負上刑責，部分新人感到大壓力，有些只能放棄放
寬安排，或選擇先行禮、押後擺酒。
她直言，婚宴因受人數限制，宴會賓客主要為新人
親戚，部分較年長者未能接種疫苗，須獲得醫生證
明，希望政府新增一級較寬鬆的放寬安排，而非只限

兩檢測站現人龍 市民等逾三粒鐘

明新冠肺炎個案後，特區政府嚴陣以待，昨

食環署：按法理情決定延期時限
政府改善換氣條件規定期限昨日屆滿，食物環境衞
生署副署長黃淑嫻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表示，截至前日有近 4,900 間完成登記或申
報，佔整體27%。若食肆已經提交延期申請，即使未
獲得回覆，都不會被視為違規。
她續說，明白部分業界存在實際困難，包括尋找註
冊專門承建商填報及簽署證明書，或購買空氣淨化設
備等，並強調署方會視乎個案情況，按法理情決定延
期時限。

多名議員關注簽發合規證書收費問題，指疫情下食
肆難以負擔設備與簽署證明書雙重費用。民建聯議員
黃定光指出，政策提出後香港空氣淨化設備供應不
足，食肆購買存在困難，更有承建商趁機坐地起價，
以往一兩千元的簽證費用倍增至 5,000 元，促請政府
設定收費上限。

●截至前日有近 4,900 間餐飲處所完成登記或申報，
佔整體27%。
資料圖片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表示，有食肆反映有承建商要求
一併購買設備才願意簽署證明書，全港過萬食肆一起
更換設備勢必讓承建商收入大增。他建議政府准許更
多公司及機構參與簽發證明書，增加競爭以降低收
費。
黃淑嫻回應說，一般而言業界若純粹簽署證書，收
費在一兩千元，但簽證收費是市場決定和商業行為，
署方未必能干預，日後回到工作小組會再與承辦商業
界商討。
至於能否資助業界改善通風問題，她指「抗疫基金
3.0」中，署方向財委會申請撥款亦說明希望可用於
資助食肆改善通風條件，有需要用錢時可以使用。
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源栢樑補充，全港現有
180個承建商可簽發證明書，相信有足夠人手處理。

院舍本月 10 日起允有限度探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社會福利署昨日
宣布，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
舍可於本月 10日開始實施有限度的探訪安排。已接
種兩劑疫苗並於探訪前滿 14天的訪客，須出示接種
疫苗記錄及提供探訪前 72小時內的病毒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或提供探訪前 24小時內進行的快速測試陰性
結果，同時須在探訪前與院舍預先預約。
訪客需自行購買政府指定的其中一種抗原快速測
試產品及在家預先完成測試，並攜帶能同時顯示陰
性測試結果、測試者（即訪客）樣貌、日期及時間
的照片，以及已使用的抗原快速測試的產品說明書
和包裝盒予院舍職員查閱。

沒有接種疫苗或只接種一劑疫苗或已接種兩劑疫
苗但探訪前未滿 14 天的訪客，則須提供探訪前 72
小時內的病毒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如未完成接種兩
劑疫苗或未持有探訪前 72小時內的測試陰性結果證
明，但因體恤原因需到院舍進行緊急探訪，必須於
完成探訪後兩天內向院舍補交陰性結果證明。
社署提醒院舍，必須採取謹慎而有效的措施以減
低感染的風險，包括限制訪客數目及同一時段每名
院友的訪客數目至每次最多一人（公務除外），以
確保訪客與其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探訪亦應
在有適當擋隔及經常消毒的指定位置進行，院舍也
須核實訪客符合有關要求及備存有關訪客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