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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防疫3接軌 正常通關可期
收緊入境免檢 出院須零病毒 健康碼待對接

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及專家日前

到深圳與內地相

關部門及專家就

兩地恢復通關舉行首次對接會議。據了解，內地肯定香

港抗疫努力，使香港本地確診個案連續 40多天「清

零」，亦期望兩地順利恢復通關，但香港部分防疫措施

與內地標準有較大落差，期望三方面的防疫措施接軌，

包括香港加強對「豁免人士」（例如機組人員）的入境

免檢疫規定；患者經治療後，內地規定必須零病毒才能

出院，惟香港容許帶微弱病毒量的病人出院，建議香港

優化出院指引；最後是兩地健康碼轉碼安排未接軌。多

名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同，香港的防疫措施若

能與內地拉近距離，有助保障兩地居民健康，並相信香

港有條件落實相關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恩璣）全港3間公
立醫院設立接種站，方便來院覆診的病人和
同行的訪客，順道即場接種復必泰疫苗。措
施昨日首日運作，院方為方便打針長者，特
意安排職員協助代為領取藥物，長者便能分
身去接種站打針，不會因打針而耽誤時間。
現場不斷有人排隊打針，不少長者對此安排
表示滿意，有長者更大讚：「好快，安排得
好好，簡直係VIP（待遇）！」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亦到場為長者加油打氣，他表
示長者接種率低，希望措施方便他們打針，
日後或於更多公立醫院和社區設置接種站。
瑪麗醫院是3間提供接種站的公立醫院

之一，昨日早上開始陸續有覆診市民前來
排隊打針。他們覆診後會接受醫生評估，
若適合打針，醫生會講解疫苗資訊，若同
意就安排到接種站打針，院方考慮周全，
會安排職員幫打針的病人代為取藥，待病
人完成接種及休息後，可以直接領回藥物
離開，並不會額外花時間。
63歲的布先生曾患鼻咽癌，現時亦有肝
病等不同的長期病患，且對數種藥物敏感，
故一直猶疑是否應打針。他表示，昨日覆診
時向醫生諮詢，有專科教授在看過其病歷後
建議他打針，因此直接安排前往接種站。對
於醫院的安排，他讚不絕口，「一嚟到就有

得打，好快，安排得好好，簡直係VIP（待
遇）！」他又表示，在醫院打針既有專家解
答疑問，打完針現場又有很多醫護人員照料，
覺得更加安心。
78歲的張伯伯昨日專程前來醫院打

針，他本身患有心臟病、血液病，還對幾
種藥物敏感，一直十分擔心疫苗副作用。
「一家大細全部打咗（疫苗），前幾日覆
診嘅時候，醫生就話我都可以打針，就嚟

咗喇。」他亦提到自己之前有注射過流感
疫苗，昨日打完針也沒有任何不舒服，對
醫院安排很滿意。

更多醫院社區或增接種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亦到場為

長者加油打氣，他表示長者接種率低，但
他們亦是最需接種的人群。「希望措施可
方便老人家打針，盡早打，得到保護最重

要。」他亦提到香港的疫苗供應量充足，
日後或於更多醫院和社區增設接種站。
另外，新冠肺炎疫苗針卡即日起加入接

種者出生日期等資料，已打針的市民如想
更新針卡，需帶機票等外遊證明到接種中
心或診所領取，聶德權解釋是要有序地
做，「相信運作一段時間後，視乎實際情
況完全有空間可以調整，有序、分階段
做，有需要出行的人優先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
存 北京報道）國家出入境管
理局因應香港特區政府推出
「來港易」計劃，決定由下月
11日起，將在廣東省試行恢復
內地居民辦理赴港商務簽註，
為赴港從事商務活動人員提供
出入境便利。屆時，相關人員
可向廣東省公安機關出入境管
理部門申請辦理。不過，出入
境管理局提醒，疫情中、高風
險地區及申請前14天內有疫
情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的人
員不在可申請之列。
出入境管理局負責人表示，

有關試行措施，是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加快恢復經濟發展的務
實舉措，下一步將根據疫情形
勢變化，動態調整出入境管理
政策措施，推動有序恢復內地
與香港人員正常往來，更好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助
力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
日香港新增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當中兩人是正在竹篙灣檢疫中
心檢疫的菲傭。另外，特區政府將
於下月22日額外提供200個竹篙灣
檢疫中心的房間供抵港外傭入住檢
疫。昨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抵港外傭的
確診率約為4%，若貿然大幅增加
外傭來港名額，或會觸動航班「熔
斷機制」，反而令更多外傭未能來
港，增加僱主壓力。
羅致光指出，短期內會否增加

外傭檢疫酒店數目和檢疫名額，
仍要視乎疫情發展。政府會在平
衡防疫風險的同時，讓外傭有序
來港，並會與有意為外傭提供檢
疫房間的酒店保持溝通。他相
信，部分僱主或會透過其他方法
解決家居照顧需要，例如聘用鐘
點工人等。
昨日疫情方面，新增確診個案除

了兩名菲傭，還有3名患者分別從
約旦和日本抵港。另外，土耳其航
空一班客機周日從土耳其抵港，機
上一名乘客確診，並發現機上兩名
乘客違反防疫規例。特區政府宣
布，即日起至下月12日，禁止土
耳其航空客機從伊斯坦布爾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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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院開打復必泰 長者讚VIP待遇

●布先生

●「健康碼」料成正常通關必須條件之一。圖為市民掃描「安心出
行」。 資料圖片

「健康碼」預料
是兩地恢復通關必
不可少的條件之
一，香港特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透
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正
與廣東省及澳門的技術團隊合作
提升轉碼系統功能，將疫苗接種
加入「健康碼」功能內，為支持
三地通關做好準備，相關系統會
在落實全面通關後隨即投入服
務。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相信只要香港採取
與內地一致的防疫措施，兩地很
快便可以恢復通關，但他強調香
港仍然落實使用的「健康碼」制
度，卻是內地防疫工作的重要一
環，估計香港一定要有「健康

碼」才能免檢疫到內地。
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早於去

年11月已經完成開發「健康碼」
的轉碼系統，以支援「回港易」
計劃下由廣東省或澳門回港的合
資格人士，他們可以透過系統將
粵康碼或澳康碼的有效檢測結
果，直接轉到入境本港的健康申
報表平台，而轉碼系統同時支援
「來港易」計劃。
但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質

疑，特區政府一早完成研發香港
「健康碼」，卻遲遲未有推出讓
市民熟習操作，擔心系統在兩地
恢復通關時，才一併推出會造成
混亂，陳肇始則解釋，資科辦仍
在提升轉碼系統功能，及將疫苗
接種記錄加入其中。她強調，系
統可於三地通關安排落實後立即
投入服務。

內地目前對新
冠肺炎患者的康
復標準有較嚴格
規定，患者體內
要完全不帶新冠

病毒才能出院。相比之下，香
港出院指引寬鬆得多，根據衞
生防護中心轄下新發現及動物
傳染病科學委員會的指引，新
冠肺炎患者只要臨床情況有所
改善，例如已退燒、發病超過
10日，以及兩次相隔最少24小
時的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就能
出院；但即使3次核酸檢測都發
現病毒，只要CT值達33或以
上（代表病毒量少），病毒檢
測呈陽性的患者亦同樣可以出
院。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去年疫情爆發初期，
也曾實施較嚴格的出院指引，
要求患者須在連續兩次相隔24
小時的病毒檢測中均呈陰性，
才被定義為康復；後來隨着疫
情嚴峻，隔離病房不足，才放
寬出院指引，讓接近康復的病
人出院騰出病床。
他指出，不少地方現時採用

較寬鬆的出院標準是因為疫情

嚴峻，令醫院隔離設施面對沉
重壓力。但香港當下疫情改
善，特區政府又獲中央援建北
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
心，而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
社區治療設施雖然處於備用狀
態，有需要時亦可隨時重新接
收病人。梁子超指出香港現時
有足夠的隔離設施，政府有條
件採用與內地看齊的出院標
準。
香港已經超過40日沒有本地
確診個案，梁子超認為在社區
成功清零的情況下，帶低病毒
量的病人可能成為疫情反彈的
不穩定因素；內地要求病人完
全不帶病毒才能出院的標準，
對疫情防控是較安全做法。

特區政府現時
雖然按各地疫情
將不同國家和地
區分成 3級風險
評級，入境人士

均要持有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
明，並在抵港後接受最長21天
強制檢疫，但政府同時容許機
組人員、船員、外交人員及因
公務需往來香港與外地的上市
公司董事等人申請豁免檢疫，
以維持香港正常運作和經濟發
展利益。
不過，有關安排卻屢次成為香

港的防疫漏洞，早前一名獲豁免
酒店檢疫的香港航空貨機機組人
員從澳洲返港後，成功通過於機
場進行的病毒檢測，回家展開醫
學監察後，卻接獲澳洲衞生部門
通知，他幾日前於當地抽取的樣
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他其
間已流入香港社區活動。
內地在這方面卻嚴謹得多，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早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內
地不易申請到「豁免隔離」，以
他為例，每次從香港返回深圳，
即使申請到「豁免隔離」，抵深
圳首 3日僅允許在辦公室內活
動，其間要做兩次核酸檢測且結

果呈陰性，才能在醫院範圍內開
展工作。「豁免隔離」期間，需
要在醫院住上21日，不得外出、
不得聚餐，甚至用餐都是「餐餐
飯盒」。哪像香港的「豁免人
士」在社區自出自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
同意香港現行檢疫安排未夠嚴
謹，認為政府應要求機組人員
分為需繼續工作，及完成工作
後計劃返回社區兩類，前者可
以容許他們在指定檢疫酒店內
活動，而後者則需完成單獨隔
離才能回到社區。
梁子超強調政府應對獲豁免人

士作閉環式管理，禁止他們與一
般市民有接觸，「例如只可以在
酒店的封閉環境內開會，如果做
到不閉環式管理，便不應作出豁
免檢疫。」
特區政府現時會強制部分行業

員工接受定期檢測，但大部分都
只是一周一檢，梁子超指Delta變
種病毒的傳播期短，即使檢測沒
有走漏個案，兩次檢測相隔的時
間已經可以出現兩代傳播，建議
政府要求機場員工、接載入境人
士前往檢疫的司機和檢疫酒店職
員等，加密至一周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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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
設施可隨時接收病人。資料圖片

豁免安排存漏洞
專家倡閉環管理

研健康碼三地轉碼
將加入接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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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檢疫安排屢次造成防疫漏洞。圖為入境旅客。 資料圖片

●3間公立醫院設立接種站，方便覆診病人和同行訪客即場接種復必泰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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