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調不動搖金融中心地位
林鄭月娥昨早出席行政會議前指出，本地專家正研

究須注射第三劑新冠疫苗或加強劑的群組類別。因應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涵蓋完成接種科興疫苗的人士，她
將邀請4名政府專家，連同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轄下
疫苗相關委員會的專家開會，討論何時應啟動為特定
群組接種第三劑疫苗的工作。

美國商會認為，香港的清零政策如同斷絕與外
國聯繫，如此會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林鄭月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在港落戶的外國
公司及有關商會有所憂慮，希望香港可與外國免
檢疫往來，她就此曾親向外國商會解釋，說明香
港必須實施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以爭取與內地
通關。

她說，外國商會無人不認同與內地通關的重要性，
因為在港成立公司或區域辦事處的外國企業中，不少
在內地也有業務。她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已建立數十年，即使暫時無法與外國免檢疫往
來，該地位也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期望盡快再舉行對接會議
林鄭月娥提到，目前每日仍有外地輸入個案，幸經

強制檢疫期間多次檢測而發現。倘若實施免檢疫安
排，病毒便可藉這些個案流入社區，增加社區感染風
險。她說： 「事實上，除檢疫要求外，對商界和市民
來說，本港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的管理是非常好，他們
每天都能夠上班，我不曾在這21個月內不讓他們外出
上班。其他地方有禁足令，有City Lockdown(城市封
城)，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希望市民同意政府繼續推行
這些防疫措施多一段時間，我們會不停檢視成效，能
讓市民在生活上舒適一點的，我們都會很努力去做，
如可重新舉辦馬拉松，不過參與人數會比較少；可重
新出席音樂會，不過人數又會少一點。」

與內地商討恢復通關的進度方面，她說，上月底兩
地召開對接會議後，內地專家已回饋意見，特區政府
會盡快作出回應，並提出看法和相應措施。她期望第
二次對接會議早日舉行，彼此商討通關安排、規模等
細節。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短期內會與專家
會面商討為特定群組接種第三劑新冠疫
苗的安排。通關方面，她相信即使本港

暫時無法與外國免檢疫往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會受損。

當局捐出750萬劑
阿斯利康疫苗

房委會可檢視程序縮短建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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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外商理解兩地通關重要性
港府專家將商第三針安排

【香港商報訊】時序步入秋季，涼爽的天氣正適合
暫別城市繁囂，展開一趟寫意出走，以型格新裝打破
秋日的蕭瑟感！東薈城名店倉年度最大型折扣優惠活
動——SHOPPING+ 網上平台於今個秋日壓軸回歸，
攜手逾 40 間國際時尚品牌及餐飲食肆，再度推出逾
10000張總值超過港幣210萬元的電子現金券，於低至
1折的Outlet心動價基礎上，一律賞你6折限時優惠，
盡享激優折上折禮遇，讓你自由享受時尚生活，發掘
專屬自己的秋冬新 「型」態。

SHOPPING+網上平台秋季回歸
由下周一（18日）至11月7日活動期間，顧客可隨

時隨地登入SHOPPING+ 網上平台，以6折心動價入
手28個國際知名的時尚服飾、潮流運動、人氣美妝品
牌，以及13間精緻美饌食府的電子現金券。憑同場消
費更可享額外指定商戶現金券，線上線下購物餐飲禮
遇驚喜連連，一Click全方位為你整裝漂亮迎接秋冬
新季度。

東薈城名店倉Outlet折上折
是次推出的餐飲商戶電子現金券面值為港幣 100

元，而時尚服飾、美容及運動品牌的電子現金券面值
為港幣300元，全部均以6折發售，不設最低消費限
額，可於店內即時直接當現金使用及與店內其他優惠
同時使用，讓你無限制入手心儀單品，毫不費力塑造
嶄新個人時尚美學。CLUB CG 會員凡於 SHOP-
PING+ 網上平台購買商戶現金券滿淨值港幣 1000
元，於結帳時輸入會員獨家優惠碼，即享全單額外9
折優惠，每位會員可重複使用優惠碼最多3次。商戶
電子現金券的購買及使用數量有限，詳情請參閱條款
及細則。

高端時裝品牌HUGO BOSS Nilas 3皮革外套Out-
let價港幣4690元（原價：港幣6700元），使用4張面
值港幣300元的商戶現金券，便可以折實價港幣4210
元購得心頭好；潮流鞋履品牌 PALLADIUM PAM-
PA UNZIPPED Outlet 價港幣 345 元（原價：港幣
690元），使用1張面值港幣300元的商戶現金券，便

可以折實價港幣225元立即入手，以一雙鞋在秋日沉
默的街頭打造自己的異空間，為每一個平庸日常注入
奇趣和活力；FILA FUSION x White Mountaineering
男裝外套 Outlet 價港幣 699 元（原價：港幣 2280
元），使用2張面值港幣300元的電子現金券，折實
價港幣459元即可擁有，一Click讓你的秋季衣櫥時尚
全面升級，盡顯型格魅力。

6折優惠暢享13間星級食府
東薈城名店倉準備好一連串美食驚喜獻禮，讓你以

6折暢享13間知名食府美饌。參與食肆中西日韓美食
薈萃，包括日本天丼名店金子半之助、糅合傳統與創
新的京川中式料理稻成京川滬、新派韓式西餐廳

Banchan & Cook及精緻粵菜食府六小館等。

下周一線上搶購電子現金券
連環獎賞浪接浪，由下周一（18日）起至11月30

日，CLUB CG會員同日於場內使用SHOPPING+ 商
戶電子現金券及以電子貨幣額外消費滿港幣2000元，
即可獲得總值港幣100元指定商戶現金券，相等於5%
回贈；同時更可憑消費賺取CLUB CG會員積分。非
CLUB CG會員或CLUB CG準會員亦可登記成為會
員換領相同購物禮遇。立即Save低日期，下周一早上
10 時一 Click 登入東薈城名店倉 SHOPPING + 網上
平台，以6折心動價搶購商戶電子現金券，盡享Out-
let獨家折上折優惠！

東薈城名店倉推萬張電子現金券

東薈城名店倉年度最大型折扣優惠活動——SHOPPING+ 網上平台於今個秋日壓軸回歸，攜手逾40間國際
時尚品牌及食肆推出逾10000張總值逾210萬元的電子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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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昨日新增 4 宗輸入個案，至今累計共
12272宗。特區政府將刊憲延續現行大部分社交距離
措施的有效期14天，直至10月27日為止，包括4人
限聚令，並就健身中心新增2項 「疫苗氣泡」安排，
於10月14日至27日生效。

如員工顧客已接種免戴口罩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現時在國際間流行的

變異病毒株傳播力極強，即使本港已實施極嚴密的
外防輸入措施，仍有機會出現少數本地個案。為防
止疫情在社區爆發，有必要維持大部分現行的社交
距離措施。同時，政府會就健身中心新增2項 「疫苗
氣泡」安排，如健身中心符合各項包括通風標準等
額外防疫要求，可以在員工已完成接種疫苗及參加
者佩戴口罩下，放寬訓練小組或課堂的分組人數上
限至12人；以及在所有員工及使用者均已完成接種
疫苗的情況下，容許顧客在運動時毋須佩戴口罩。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告，新增個案患者為1女6男
(32至58歲)，分別由英國、印尼、俄羅斯抵港，全
部已接種新冠疫苗；其中3人抵港時在香港國際機場
臨時採樣的檢測結果呈陽性，餘下1人在檢疫期間第
9日檢測中確診。

此外，中心正調查1宗外地確診個案，涉及1名18
歲男病人，居於何文田帝庭園7座，在金鐘金鐘道88
號太古廣場二座31樓工作，男病人於潛伏期曾居住
和工作的地點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教大明年全面恢復面授課
另外，香港教育大學宣布，將於2022年1月1日起

全面恢復面授課堂，並同時實施新的防疫要求，包
括所有教職員、學生、承辦商員工、訪客、校園宿
舍住客及宿生，必須完成接種2劑新冠疫苗，或每14
日進行一次檢測，方可進入校園；逗留少於4小時的
訪客及12歲以下人士可獲豁免。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為支持創新科技
行業發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
施。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走訪香港科學園及
數碼港，與初創企業會面交流，聽取意見。

多項基建配套規劃中
薛永恒表示，創科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本屆政府

推動創科發展的力度史無前例，過去 4 年投放超過
1300億元。在政府支持、業界努力下，香港創科現時
生機勃勃。加上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具前瞻性的創科措施，支
撐業界發展，香港創科發展迎來黃金機遇。他鼓勵初
創企業用好政策支持，把握機遇，繼續發光發亮。

為進一步推動創科發展，施政報告提出重啟馬料水
填海計劃，加上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騰出現址，
共提供88公頃新土地，新增土地主要用作創科發展，
強化東部走廊地區以創科為主要經濟功能。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亦會手研究在白石角興建新的港鐵站，改
善科學園一帶的對外交通。政府亦會闢出流浮山約5
公頃土地，建立規模媲美數碼港的地標性創科設施，
便利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深化協作，為香港
創造更多機遇。加上未來流浮山有鐵路可接駁前海，

香港可以更好融入大灣區，互惠互利。
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將河套地區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
城，當中與創科相關的土地估計約有240公頃並會聯
動深圳園區合組共540公頃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驅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科學園落實河套區設分園
據介紹，香港科技園公司已落實在深圳科創園區設立

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的計劃，讓有興趣開展大灣區業務
的機構和企業可率先在合作區落戶。科技園公司會在科
學園深圳分園成立大灣區創科飛躍學院InnoAcademy，
作為資源中心、培訓基地以及人才交流平台；並會設立
大灣區創科快線InnoExpress，培育初創和支援香港及內
地科技企業引進外資，走向全球，更好發揮香港 「引進
來」、 「走出去」的關鍵角色。科技園公司亦會與在大
灣區已設有分校的香港7間大學合作，在院校的大灣區
分校建立孵化中心網絡，培育新一代的創科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區政府宣布與
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和藥廠阿斯利康達成三方協議，向
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AX)捐贈750萬劑阿斯利
康新冠疫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會捐予
共 92 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有關疫苗會在
2022年第二季前分批付運COVAX的獲捐贈國家。

陳肇始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後表示，香港目
前已經採購並認可作緊急使用合共1500萬劑科興和
復星疫苗，足夠供全港市民接種。由於本港的疫苗供
應理想，加上疫情穩定，政府先前公布所購入的第三
款疫苗，即750萬劑的阿斯利康疫苗，沒有需要在本
年內供港。

她說，考慮到全球疫情持續和香港疫苗供應穩定充
足，特區政府宣布，與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即
COVAX Facility和阿斯利康達成三方協議，向CO-
VAX預先市場承諾援助的合資格經濟體，即92個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捐贈 750 萬劑阿斯利康疫
苗，即訂購的整批阿斯利康疫苗。有關疫苗會在
2022年第二季前分批付運COVAX的獲捐贈國家。

下年第二季前分批付運
陳肇始指出，世衛呼籲有足夠疫苗供應的國家或地

區將供過於求的疫苗劑量，透過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
制，即 COVAX Facility，捐予對疫苗更有需要的地
方。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9月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13次會晤時公布，中方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提供超過10億劑疫苗和原液，將努力全年對外提供
20億劑疫苗。

政府發言人表示，在向COVAX捐贈阿斯利康疫苗
的同時，特區政府會繼續參與COVAX以獲取其他不
能透過雙方採購協議採購的疫苗，但只會在小心考慮
香港的需求，以及疫苗科學實證等因素後才行使購買
疫苗的權利。

薛永恒籲業界把握最佳創科機遇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表示，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過去四、五年興建公營
房屋約96500個，值得表揚和肯定。房委會仍可檢視
內部程序，力求精簡，令房屋落成時間可更為縮短。
早前她接受訪問，曾提到房委會如未能在3年內縮短
公屋輪候時間，就應向輪候者交付現金津貼。林鄭月
娥澄清此事時表示，那只是一個想法，並非建議或政
策。她說，某些傳媒報道指行政長官諉過或懲罰房委
會，這種說法形容誇大，無謂地製造社會矛盾。

林鄭月娥指出，房委會和房屋署的建屋速度已屬世
界級，本屆政府任內興建公營房屋數量較上屆政府多
約三萬個，增幅接近五成。不過，目前逾15萬一般申
請戶輪候出租公屋，平均輪候時間5.8年，情況令人
憂心，仍須思考改善。林鄭月娥指，興建公營房屋單
位方面，房委會、房屋署應肩負重任。鑑於興建公屋

十分重要，她願意親與房委會成員交流。
她認為，建屋的前期流程大為落後於形勢。有別

於興建私人房屋，房委會樓宇獲豁免於《建築物條
例》，毋須向屋宇署先行提交圖則，房委會可檢視
內部每一程序，致力精簡。她說，由生地變成熟
地，由建屋以至編配，每一環節均可檢視。

林鄭月娥提到，政府覓得約350公頃土地，可滿足
未來10年公營房屋需求，但其間供應並非平均，如
能壓縮建屋時間，便可將原定於下一個5年期的房屋
供應提前編配予輪候家庭。

將採MiC建屋增效益
她又說，運輸及房屋局、房委會和房署均同意採

用組裝合成建築法(MiC)，並以嶄新採購模式建屋。
其中，嶄新採購模式毋須由房署內部工程師或建築

師設計圖則，改為交予承建商一併負責設計與建
造。她說，政府很多建築物工程均採用此模式，單
在招標方面已可減省時間。至於組裝合成建築法，
林鄭月娥說，香港大學的研究顯示，與傳統建築法
相比，此方式的施工時間上縮短30%至50%，建築成
本上最少減10%，工地生產力提升100%至400%。

她提及自己從探訪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的經歷所
得，深刻感受到市民因居住環境改善而對未來和整
個家庭再抱希望，這是公務人員的動力所在。

特首今程訪穗深
另外，林鄭月娥今天下午將程前往廣州，出席

第130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暨珠江國際貿易論壇
開幕式。明天會到深圳與深圳市領導介紹今次施政
報告中關於加強港深合作的內容。

Dated the 8th day of October, 2021

(Sgd.) CHIU Wing Che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voluntary 

d i sso lu t ion  o f  ECHOWIN L IM ITED 

commenced on 8th day of October, 2021 

and that CHIU Wing Cheong of Room 1403 

West  Tower  Shun Tak  Cent re  168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has 

been appointed Liquidator.

ECHOWIN LIMITE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薛永恒(前排中)與數碼港初創企業代表會面後合照。
政府新聞處

健身中心課堂
上限放寬至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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