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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公海遊最快 7 月底復辦
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

船員乘客須打兩針「雲頂夢號」下月抵港整裝待發



(

香港特區政府繼早前恢復「
香港特區政府繼早前恢復
「本地遊
本地遊」
」後，昨日宣布
最快 7 月底有條件復辦郵輪
月底有條件復辦郵輪「
「公海遊
公海遊」，
」，但所有船員及
但所有船員及
乘客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乘客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 乘客上船前要檢測呈陰
性，船員亦須定期檢測
船員亦須定期檢測，
，船公司須遵照嚴格防疫要求
船公司須遵照嚴格防疫要求，
，若
未有執行有關措施便不准營運「
未有執行有關措施便不准營運
「公海遊
公海遊」。
」。兩間郵輪公司
兩間郵輪公司
蓄勢待發，
蓄勢待發
，強調會遵守所有防疫措施
強調會遵守所有防疫措施。
。其中
其中，
，星夢郵輪市
場部高級副總裁李鳳霞指旗下「
場部高級副總裁李鳳霞指旗下
「 雲頂夢號
雲頂夢號」
」 郵輪下月抵
港，約 1,000 名船員在港完成檢疫後 7 月正式營運
月正式營運，
，而
新船員無人來自印度、
新船員無人來自印度
、 菲律賓
菲律賓、
、 尼泊爾等疫情嚴重地
●最快 7 月底有條件復辦郵輪
「公海遊」，所有船員及乘客
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圖
為郵輪駛經維港。 資料圖片

區 ， 目前約有三四百名船員未完成接種疫苗程序
目前約有三四百名船員未完成接種疫苗程序，
，會
安排在港接種，
安排在港接種
，細節與政府商討
細節與政府商討。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高俊威、
、文森

公海遊防疫規定
對參與者要求
◎乘客

◎船員

‧注射兩劑疫苗滿 14 天
（16歲以下豁免）
‧因健康理由不適合
接種疫苗，須提供
醫學證明
‧登船前 48 小時內病毒
檢測陰性結果
‧船上使用「安心出
行」程式掃碼
‧船上使用流動追蹤裝
置
‧下船前進行病毒檢測

‧注射兩劑疫苗滿14天
‧非本地船員來港前若未
完成接種，可在本港免
費接種
‧若不適合接種疫苗，
須提供醫學證明
‧已接種者，來港後每隔
14 天在岸上接受核酸檢
測並呈陰性
‧不適合接種疫苗者每 7
天在岸上接受檢測，並
每3天在船上接受檢測

對船公司要求
‧載客量上限是原本的 50%
‧不能停靠任何香港以外的港口
‧遵守岸上不同處所和設施所施加的衞生、社交距離和
個案追蹤等措施
‧船上須有醫護人員，並具有核酸檢測能力
‧預留部分房間用以隔離檢測呈陽性的乘客
‧一旦出現懷疑個案，須立即返航
資料來源：商經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遊」安排，他表示隨着本港疫情穩
定，相信市民、郵輪和旅遊業界均對
「公海遊」逐步恢復抱有期望。
所有「公海遊」參與者必須遵守嚴
格的防疫措施，乘客及船員出發前必
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逾 14 天，不
適合接種者需出示有效醫學證明，乘
客登船前須出示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
明，船上須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和
遵守郵輪公司執行的社交距離等措施
（見表）。

旅客須領取人流密度監測器

李鳳霞昨日在記者會上回應時表
示，「雲頂夢號」會符合 50%載客量
要求，每次最多只接載 1,800 人。旅客
抵達郵輪碼頭後須接受體溫檢測、進
行健康申報、出示接種疫苗或不宜接
種的證明文件、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及
郵輪載客量減半 醫護當值 掃描「安心碼」。旅客更須領取人流
密度監測器，當旅客在船上與非同行
邱騰華表示，每艘郵輪載客量只能
者相距少於 1.5 米，監測器會發出提示
是原載客量一半，餐廳及戲院等設施
聲響，提醒保持距離，監測器亦可記
的防疫規定與岸上一樣，並要有應急
錄旅客船上行蹤。
機制，包括船上要有醫護人員當值及
她續說，郵輪上所有房間及公共區
具檢測能力，並劃出部分房間作隔離
域均有鮮風系統，每小時換氣量 15
用途，倘船上出現懷疑個案便要立即
次，每人每小時可呼吸最少 25 平方米
駛回本港的郵輪碼頭。
新鮮室外空氣。當旅客出現病徵，會
他說，船公司會向乘客提供流動裝
即時被安排檢疫及接受檢測，一小時
置，確保旅客在船上保持社交距離，倘
內有結果，同行者會被隔離。
有陽性個案後可追蹤緊密接觸者。「萬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則表
一不幸出現事故，由於『公
示，旗下「海洋光譜號」
海遊』一般在香港海域
最早可於 7 月底啟航。郵
以外一個短距離，不會
輪會減少載客量，不多
到任何其他城市，回程
於平時的 50%，而船上
時間相對短。至於多少
會有 100%新鮮過濾空氣
人要接受檢疫，會與陸
及醫療級別的清潔標
上一樣，視乎哪些人是
準，另具備升級醫療設
緊密接觸，對他們的
（檢
施與專家護理，並會以
疫）
要求一定很高。」
香港法例為準則執行社
至於如何確保乘客在 ●邱騰華
船上遵守防疫規例，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交距離措施。

機管局推機票抽獎
送 6 萬機票勉打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
疫苗計劃開打至今 3 個月，但接種率未如
理想，多間企業先前推出措施鼓勵員工打
針，其中香港賽馬會向完成接種疫苗的員
工提供最多 3 天有薪假。機場管理局昨日
則公布將送出逾 6 萬張機票，以抽獎形式
送予已接種疫苗的巿民和機場員工。
機管局 4 月已提供 3 天假期予接種兩劑
疫苗的員工，昨日更宣布以抽獎形式送出
6萬張機票，其中5萬張送予9月底前接種
疫苗的香港居民，餘下 1 萬張送予在香港
國際機場工作的人員，並將額外購買
1,000 張機票，以抽獎形式送贈予已接種
疫苗的機管局員工。有關計劃 9 月底截
止，機管局正與航空公司商討，稍後公布
詳情。
機管局主席蘇澤光表示，更多人接種疫
苗是航空業早日復甦重要一環，故撥出額
外資源鼓勵機管局員工及市民接種，以起
牽頭作用，冀各企業及機構亦響應推出不
同獎勵措施。

表示郵輪公司已承諾執行及遵守措
施，「在公海香港法例未必適用，但
我們會要求船公司承諾如果參與計
劃，必須要承諾遵守我們在 599F 章訂
出的條件，如果不可以或者違反，就
不准許繼續營運。」

馬會員工打針可申 3 天有薪假
馬會近日亦推出員工疫苗接種支援計
劃，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全職、臨時或月
薪兼職員工可申請最多 3 天有薪特別假
期；時薪兼職員工完成接種亦可獲特別薪
金津貼，以及另獲額外醫療和人壽保險保
障。
馬會發言人指出，接種疫苗有利於保障
公共衞生、員工、顧客、會員和馬迷健
康，故會提供醫療諮詢支援，讓員工評估
是否適合接種，可按收據實報實銷最多
500 元諮詢費，而員工可在打針當日放取
半天有薪特別假，另享有額外一天假期，
但須在 5 月 31 日前提交申請，並於 8 月 31
日或之前放取。已完成接種的員工可追溯
3天有薪特別假期。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昨在電台節
目表示，公商界及政府積極推出措施鼓勵
員工接種疫苗是好事，更建議政府臨時立
法，讓注射疫苗市民自動享有一天假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郵輪「公海遊」重啟
在即，有郵輪公司「搶先」於今日推出早鳥優惠吸客，
兩晚航程每人團費 1,188 元已有交易。郵輪公司坦言，
旅客須打齊兩劑疫苗才可參加「公海遊」，對客源雖然
有一定影響，但為了安全考慮願意配合安排，並希望已
接種疫苗準備參與「旅遊氣泡」的旅客改為參加「公海
遊」。
星夢郵輪市場部高級副總裁李鳳霞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將調配旗下入選「世界十大最佳大型郵輪」的「雲
頂夢號」來港，推出一周出發 3 次的海上遊航線，逢星
期日出發的團屬三晚航程，兩晚航程則於星期三及星期
五出發，並於今日起接受預訂，以兩人同房計算，兩晚
郵輪假期價格為每人1,188元起。

早鳥優惠吸客 冀接種早復常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
在記者會上宣布復辦郵輪「公海

旅發局將推海上 Staycation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表示，將根據政府最終確定的檢
疫和疫苗接種時間表預備啟航，計劃最早在 7 月底，並
會調派亞洲最大、最新及最先進智能郵輪「海洋光譜
號」來港，推出兩晚至四晚的夏季「海上假期」。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表示，郵輪遊是本港旅遊
的重要組成部分，恢復「公海遊 」是推動郵輪旅遊復
甦的第一步，旅發局將推廣本地海上 Staycation 體驗，
盼重建旅客信心。
香港旅行社協會主席胡景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巿民超過一年因疫情未能外遊，加上不少人喜
愛郵輪遊，享受船上的餐飲娛樂設施，故相信郵輪「公
海遊」有一定吸引力。不過，旅行社難靠一兩款產品維
持，希望巿民踴躍接種疫苗，逐步恢復與內地和澳門正
常通關，以及與更多地區推出「旅遊氣泡」。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表示，郵輪「公
海遊 」於台灣、新加坡、日本等地已重開多月，故香
港旅遊業界均十分期望能盡快在本地重啟。復辦「公海
遊 」給冰封已久的旅遊業帶來曙光，並紓緩港人渴望
外遊的抑鬱心情及擴大本地遊市場，有助旅遊產業鏈重
啟。

特首籲快打針：疫苗是走出疫境唯一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過去
一個月香港疫情趨向平穩，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撰文表示，香港有望達
至清零，但疫苗才是讓香港走出疫情
陰霾的最佳甚至唯一希望，呼籲市民
勿再觀望，盡快接種疫苗。食物及衞
生局局長陳肇始則認為，市民「疫苗
猶豫」情況嚴重，目前接種率遠低於
群體免疫水平，而已採購的疫苗有明
顯過剩機會，這情況或影響政府下一
輪的疫苗採購工作，屆時能否採購足
夠全港市民接種的疫苗劑量仍是未知
數。
林鄭月娥昨日在題為《別再猶豫 接
種疫苗》的文章中表示，香港經過一

年多全社會奮力抗疫，已有望達至清
零，但鑒於鄰近多個地區疫情出現反
彈，政府仍不敢鬆懈，強調最重要的
應對措施是提升疫苗接種率。她引用
外地經驗指，接種率較高的地區，不
但疫情明顯改善，市民生活亦逐漸回
復正常，呼籲市民不要再抱猶豫，為
己為人盡快接種疫苗。
陳肇始昨日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
質詢時則表示，截至本月 24 日，香港
已注射超過217 萬劑新冠疫苗，逾 126
萬名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佔全港 16
歲或以上人口的 19.3%，惟仍遠低於
群體免疫水平。
她指出，由於本港「疫苗猶豫」情

現行防疫措施續維持 14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昨日新增一宗新冠肺炎輸入性確診個
案，以及對深圳輸出一宗病例。食物
及衞生局發言人表示，近日確診個案
雖維持於低水平，但據過往經驗，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有機會導致疫情反
彈，故宣布繼續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
施 14 天，直至 6 月 9 日。政府正研究

下一階段逐步有序回復常態的措施，
包括考慮進一步提供誘因，鼓勵市民
接種疫苗。
發言人昨日表示，目前疫苗接種率
遠低於達至群體免疫水平，倘爆發新
一波疫情，未能築起群體免疫屏障。
政府為嚴防疫情反彈，維持現行社交
距離措施。

況十分嚴重，政府會根據接種及預約
趨勢估算過剩疫苗數量，並與藥廠商
討如何處理，包括延遲或不予付運部
分批次疫苗，或通過世界衞生組織等
渠道捐贈予其他地區，不過政府仍需
繼續按採購協議支付相關費用。

若疫苗過剩 影響下輪採購
陳肇始並表示，政府會在準備下一
輪疫苗接種計劃時，一併考慮採購新
一批疫苗。由於目前全球疫苗供應緊
張，預計今次過剩事件，會影響下一
輪與藥廠就採購量的談判工作，未知
屆時能否採購足夠全港市民接種的疫
苗劑量。
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患者為 27 歲
女子，周一（24 日）搭乘 EK384 航班
由阿聯酋抵港，同日發病並在本港機
場檢測發現染疫，更帶有 N501Y 變種
病毒株。
衞生防護中心並正調查一宗外地確
診個案，患者為 51 歲男病人，是日前
在深圳確診 19 歲女子的同行友人。他
與該女子本月 8 日到深圳，中心前日
接獲廣東衞生部門通報，指男患者周
日（23日）確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