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港易」昨啟用千人入境

姚思榮建議推港版健康碼
「來港易」網上預約系統昨日凌晨開始投入服務，

系統一開始已 「大塞車」，大批用家未能成功登入系
統登記，隨後服務才逐步恢復正常。特區政府發言人
表示， 「來港易」網上預約系統在運作首小時曾出現
不穩定的情況，以致部分用戶未能正常連接系統，經
立刻修正後已回復正常運作。預約系統在首1小時已
成功處理近1000個預約登記。

有來自甘肅的中大一年級生表示，14天前已抵達深
圳短暫逗留，昨日凌晨系統開放後隨即登記，認為
「來港易」的免隔離措施方便，過關速度快，又認為

入境未來19天，仍然要做多次檢測合理，期待在香港
的生活。而準備在香港從事金融工作的湖南居民表
示，已經1年多沒有來港，免檢疫安排很方便，下午
就可以上班，但網上預約系統於剛運作時不順暢，到
大約凌晨2點才成功登記。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昨建議政府可考慮推出港
版健康碼，在 「安心出行」基礎上加入紅、黃、綠

碼，分辨用戶風險，市民在進入公眾或消費場所時必
須出示健康碼，到過高風險地方的市民，不可進入有
關場所。

李慧促有序恢復市民生活
他又指出，健康碼和本港使用的 「安心出行」相

似，但會改由電訊商向用戶發布信息，相信本港在技
術上沒有困難。他相信，本港透過推行健康碼，可在
疫情管控和行政安排上與內地看齊，讓內地放心，有
助推動通關，但他亦認為推行港版健康碼，並非和內
地通關的唯一條件，最重要是兩地對於疫情清零有清
晰標準。

另外，民建聯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民建聯主席李
慧指，近月本港疫情漸趨緩和，本地清零數字持續
多月，接種新冠疫苗的居民亦見增長，近六成市民完
成兩劑疫苗接種，惟本港居民北上內地，仍需要進行

14至21日隔離，造成 「北上難、回鄉難」，許多居
民對此感到困擾。

她又說，有居民反映自疫情開始，已接近2年未見
過內地親人；亦有街坊指內地親人去世，無法回鄉辦
理喪事，極為難過。她強調，對於不少市民來說，通
關是頭等大事，只有讓兩地民眾有序恢復生活，商業
活動才可以回復正常，經濟才可以復蘇。

倡灣區試行配額通關
而趁 「來港易」實施，民建聯亦再三向特區政府呼

籲盡快通關，並建議當局考慮以 「先導形式恢復通
關」，設有配額，最終達至全面通關。李慧認為，
先導計劃應優先在大灣區城市試行，滿足大部分港人
家庭及商務需要；為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港人，
提供優先回內地及澳門申請；以及盡快與內地推行互
認 「健康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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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氣凌雲圖片展
為港人輸正能量

預約系統首小時即 「塞車」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昨日稱，早前向行政長官提
交《施政報告》建議書，就經濟、房屋及土地供
應、支援弱勢社群、醫療、教育、體育等6大範疇
提出意見，冀望特區政府繼續推出利民紓困措施，
並拓展更多元化的發展領域，為疫後重振經濟打好
基礎，讓香港重拾繁榮光景。

專資會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全球最
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
點城市，很有條件協助國家促進 「數碼人民幣」國
際化，故建議政府更好利用人民幣離岸結算功能作
為 「數碼人民幣」國際業務的樞紐，為世界各地金
融機構、商業機構對接數碼人民幣，成為國家對外
的橋樑。

助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為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機遇，建

議政府向中央爭取，鼓勵全國各地的 「走出去」企
業在大灣區內的任何一個城市設立 「一帶一路」總
部，並利用香港在金融和跨專業服務領域上的優
勢，協助從內地 「走出去」的企業，減輕其海外投
資的風險。

房屋及土地供應方面，政府應考慮利用郊野公園
邊陲地帶、生態價值不高的土地用作興建房屋之
用。對於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體育設施，政府應爭取
香港舉辦更多國際性賽事，在疫情緩和恢復通關
後，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來港，帶動旅遊業等其他
行業發展。

另外，由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擔任召集人的
「凝聚民心」，昨日也召開記者會公布對施政報告

的期望。建議重組政府架構，包括成立 「文化
局」、將 「運輸及房屋局」拆局；推進公民及社會
發展科；設立復和公署及復和專員；實行 「一校一
調解員」；政府亦應以更有效率的鼓勵政策，以吸
納和留住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 「志氣凌雲─
─香港體育紀行展」昨日在奧海城開幕，展覽旨在
透過一系列珍貴圖片，展示本地運動員從上世紀30
年代至今，曾在國際重要體育賽事上贏得的驕人成
績，重現香港的體育歷史發展，以及介紹運動員的
勵志故事，啟發和鼓勵香港人發揮運動員的奮發精
神，為疫情下的香港人輸入正能量。

冀傳承香港精神
是次展覽由團結香港基金及香港地方志中心主

辦；民政事務局、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香
港體育學院支持；以及信和集團贊助。香港地方志
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智思、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信和集團副主席
黃永光和香港輪椅劍擊運動員余翠怡等昨日獲邀擔
任開幕典禮嘉賓。大會其後讓一眾嘉賓手持火炬進
行點燃聖火儀式、象徵薪火相傳，並希望香港精神
好像火炬一樣傳承下去。

陳智思致辭指，香港地方志中心期望展覽可重現
香港過往體育歷史的發展，並藉運動員勵志故事去
啟發香港人。徐英偉提到，香港地方志中心把握時
機舉行是次展覽，可讓市民透過圖片感受香港運動
員為港爭光的決心，而展覽內容同時勉勵香港社會
向香港運動健兒學習在面對逆境時繼續奮鬥、他深
信香港必定能走出 「疫」境。

霍啟剛表示，期望展覽能讓市民了解運動員背後
的艱辛故事，他認為今次圖片展是搭建體育溝通的
橋樑，將幾代人的回憶連結在一起，有助香港團結
一致，凝聚人心。

專資會冀港府
續推利民紓困措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由博愛醫院主辦、當
代慈善基金贊助的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耆樂之聲歌唱比
賽2021」日前假富豪九龍酒店舉行啟動禮。活動邀請資深
藝人胡楓、薛家燕任星級愛心大使；前醫管局主席梁智
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擔任大會榮譽顧問。該院
董事局主席李柏成表示，活動是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
劃」亮點項目，鼓勵18區的長者一展才藝，助他們達成表
演心願，透過音樂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李柏成冀讓長者重現歡顏
李柏成致辭時表示，博愛醫院一直關注弱勢老人的需

要，特別推展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該計劃推行多年，
力向長者作心靈支援，如主動溝通與關懷，為長者提供
發揮潛能的機會，或是協助他們達成非物質上的願望。他
指出，疫情對社會影響深遠，長者尤其需要幫助。他冀透
過歌聲緩解社會壓力，讓長者重現歡顏，傳播正能量與希
望。同時，他希望大家鼓勵身邊長者一齊參與。

李柏成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歌唱比賽的形式是首次嘗

試，獲得多個機構的大力支持，海報遍布各區。如有長者
報名遇到操作問題，博愛將提供電話支援。他笑稱，總決
賽將於11月21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十分期待長
者歌王歌后的誕生。

當日出席的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還有副主席曹思豪，總
理郭志成、林麗儀、王陳鴛鴦、吳志雄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團結香港基金昨
日發布最新一份教育政策研究報告指，香港教育制度
對培養高級技術人員的力度並不足夠，應加強業界與
院校結合，搭建有效升學就業階梯，支持多元人才發
展。報告建議政府推動終身學習文化，每人提供10萬
元終身學習發展補助金，加快個人技能提升，支持香
港經濟轉型升級。

為人才競爭保持優勢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布《跨界人才政策，產學資歷

互通》教育政策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再工業化和數
碼化加劇國際人才競爭，香港教育必須與時並進。為
使所有年齡階層的在職人士都能夠擁抱時代進步帶來

的新機遇，社會有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角色和方向，
突破職前學習的傳統思維，推動終身學習文化，培育
與市場需求接軌的技能，才能夠為更多人搭建社會上
流階梯，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表示： 「傳統學習架構
中，學術型教育體系與應用技術教育體系兩者並存，
但沒有銜接，學習者不能隨便轉換跑道，導致學歷型
人士不懂動手，技術型人士未能掌握高端知識，應建
立一條 『立交橋』，讓學習者可在課室及職場之間進
出，培養出高端技術人才，迎接社會未來挑戰。」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說： 「在全球經濟升級
轉型下，各國都在加大技能培訓的資源投放，香港的
人才競爭力排名已經響起警號，社會必須重新思考教

育的方向，為每位市民提供終身學習的資源和機會，
才能夠確保香港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中保持優勢。」

港終身學習資源遠遠落後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表示：

「現時香港終身學習資源僅佔教育開支的0.5%，遠低
於其他先進經濟體；我們建議為每人提供10萬元終身
學習發展補助金，加快個人的技能提升，支持經濟轉
型升級。」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黃元山表示，報告建議政府
透過制訂人才政策，革新資歷認可機制，優化撥款制度
三個方面，提升香港整體的人才競爭力；而資歷認證應
與內地互通，為青年創造更廣闊的升學和就業空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海關在本
月展開反毒品行動，在機場及陸路口岸偵破40
宗毒品案，檢獲約100公斤不同種類的毒品，總
值約5500萬元，行動中拘捕年紀最小的男學生
只得15歲。

被捕者年紀最小僅15歲
海關毒品調查科機場調查課監督李文樂昨日

稱，在本年 9 月海關進行一項大規模反毒品行
動，為打擊販毒集團利用包裹販運毒品到港，
行動中在機場貨運站和陸路口岸偵破40宗毒品
案，檢獲約 100 公斤不同種類的毒品，包括冰
毒、氯胺酮、可卡因、海洛英、搖頭丸和大麻
類的毒品，總值約5500萬元。

行動中，在本月13日於筲箕灣拘捕一名15歲
男學生，他當時正準備收取來自加拿大、內藏4
公斤大麻精油的包裹，毒品收藏在蠟燭之中，
經調查後男學生獲准保釋候查。

毒品藏文件夾書本等暗格
另在本月14日，關員在錦田拘捕一名35歲的

南亞裔女子，當時她收取一個內藏2公斤冰毒的
包裹，毒品收藏在吸塵機中，相信她意圖收取
另外3宗同類型的毒品包裹，疑犯仍被扣查。

李文樂稱，今次行動中毒品來自不同地區和
國家，檢獲的冰毒來自非洲，包括南非和馬拉
維；氯胺酮和搖頭丸則來自歐洲的比利時、德
國和荷蘭。可卡因來自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
哥，海洛英來自馬來西亞，其餘大麻類毒品則
從美國和加拿大運到本港。

他續說，販毒集團收藏毒品的方法層出不
窮，他們會將毒品收藏在文件夾、唱片封套、
書本、奶粉罐、茶葉和咖啡粉包裝、食物包裝
和背包的暗格中，主要用生活用品作掩飾。另
外海關發現部分毒品收藏在金屬配件中，相信
毒販欲增加執法人員檢查的難度。

團結基金倡加強高級技術員培養

博愛耆樂之聲歌唱比賽啟動 海關9月已檢值約5500萬毒品

【香港商報訊】
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放緩，昨日新增1宗確診個案，為輸入個案，累計至
今共有12149宗確診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表示，本港疫情大致穩定，但全球情況依然嚴峻，尤
其變種病毒肆虐，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其他免疫力較
弱人士一旦受到感染，病情惡化甚至死亡的比率都相
當高，她再次呼籲市民為自己健康想，盡快接種新
冠疫苗。

專家倡青少年只打一針復星
陳肇始昨日到訪位於香港中央圖書館的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視察長者接種新冠疫苗情況。她指，很高興
有約100名長者參與今次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香港
潮州商會和醫護誠信同行合辦的疫苗接種活動。醫護
誠信同行的醫生特別為參與活動的長者在接種疫苗前
安排健康講座，增加他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她亦十
分高興看到長者們在講座上就接種疫苗踴躍發問。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同日表示，鼓勵長者接種
疫苗的相關計劃已經展開，包括在商場、屋等地方
設立流動疫苗注射站，亦有舉行健康講座，安排長者
即場接種疫苗。他指出，長者新冠疫苗接種率相對較
低，當局會加強宣傳推廣，鼓勵他們打針，亦希望長

者的家人明白為保護長者，有需要接種疫苗。他續
說，當局會繼續在商場及屋作同類型安排，令長者
毋須預約打針。

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和新
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昨日舉行聯席會議，衛
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醫生、兩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
宇隆教授和許樹昌在會議後會見傳媒。劉宇隆表示，
經審視本港及海外數據後，確認心肌炎及心包炎都是
接種復星疫苗後的副作用，而本港青少年自6月14日
接種以來，發現37宗出現心肌炎，當中以男生為主，
有26宗個案是在接種第2劑疫苗後出現，女生就有4

宗，故此委員會向特區政府建議，12至17歲青少年
現時可只接種1劑復星疫苗。至於科興疫苗，就要再
檢視科興提供的更多數據，盡快完成相關程序，包括
法律層面的跟進，以為青少年提供多1個選擇。

凱單位得主曝光
許樹昌表示，未來或需要接種第3針新冠疫苗，尤

其曾接受器官移植、骨髓移植、免疫系統失調及服用
抗排斥藥的人，但接種時間要再研究。他指，目前本
港疫情 「清零」，預計明年會有針對變異病毒株的第
2代疫苗，認為無急切性接種第3針，要視乎本港疫
情及防疫政策是否有變等，但建議可以在恢復全面通
關2個月前，準備第3針的事宜。

此外，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及華人
置業集團為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早前舉辦價值約
1080萬元的觀塘凱高層單位大抽獎，並抽出35歲的終
極大獎得主李先生，他現職廚師，正租住長沙灣私樓，
今次是其人生中首個物業。李先生表示，有幸獲得人生
首個物業，將會選擇自住，對此感到心情興奮。

另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告，本港昨日新增的個
案中，患者為1名45歲女子，由英國抵港。她曾於5
月3日及5月31日在香港接種2劑科興疫苗，7月23日
在香港血液樣本檢測對新型冠狀病毒刺突蛋白抗體呈
陽性。

變種病毒肆虐全球 政府再籲盡早打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
道：容許身處廣東省及澳門的非香
港居民，豁免檢疫入境的 「來港
易」 計劃，昨日起實施，不少人隨
即預約來港。 「來港易」 每日名額
2000個，深圳灣及港珠澳大橋口
岸各佔一半，其中在深圳灣口岸方
面，昨早10時開關後，多名內地
居民經 「來港易」 入境。

民建聯請願促早日通關。

陳肇始（前排右二）昨訪中央圖書館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並親身參與接種前的健康講座。 政府新聞處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 日前舉行
啟動禮。

奧海城志氣凌雲香港體育紀行展昨日開展。
記者 馮俊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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