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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本地個案續增 送檢人數急升

密接檢疫期縮至14天

昨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近日本地確診個案增加，送檢人數急劇上升，對
檢疫中心設施構成壓力。她說，考慮到感染Omicron
潛伏期較短，大多個案2至3日內可確診，當局決定
縮短緊密接觸者在檢疫中心的日子，由現時接受21日
強檢縮短至14日。同時，近日多個個案未接種疫苗，
她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打針，並擔心Omicron會進入老
人院。

隔離14日後須自我監察7天
政府發言人昨表示，近日檢測陽性個案急劇上升，

以致過去數日入住檢疫中心的密切接觸者人數急速上
升，對檢疫設施容量構成極大壓力。考慮到感染變異
病毒株Omicron的潛伏期較短，經諮詢行政長官專家
顧問團意見後，決定縮短本地感染個案密切接觸者在
檢疫中心的檢疫期要求。由昨日起，凡公布涉及
Omicron變異病毒株陽性檢測本地感染個案，其相關
密切接觸者會由現時在檢疫中心接受21天（與陽性檢
測本地感染個案最後接觸日起計）強制檢疫，更新為
在檢疫中心接受14天強制檢疫，其後須進行7天自我監

察；他們亦須根據強制檢測公告於第19日到社區檢測
中心進行檢測。發言人強調，在檢疫中心接受檢疫人
士須在檢疫中心進行多次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
於完成14天強制檢疫後進行7天自我監察。新安排將可
騰空更多檢疫中心內的單位，供更高風險人士入住。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此
前建議，因應Omicron潛伏期較短，隔離時間可適當
縮短，若市民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可縮短至隔
離14天，然後佩戴手環回家隔離7天，期間可外出買
菜及接受檢測，如沒有感染便完成檢疫。另一政府專
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指，
Omicron發病時間較短，14日檢疫已足夠，惟在竹篙
灣檢疫中心檢疫後可考慮使用檢疫酒店，較留在家中
為好。

對於上述，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
鋒認為，Omicron本身傳播力極強，加上本地個案持
續增加，在家隔離存在一定潛在風險，希望當局研究
更多具體政策及措施，確保有關做法不會成為 「漏洞
源頭」。他建議當局可與酒店業界商討，增加更多檢
疫酒店投入服務，始終做好閉環式檢疫隔離工作，才

是治標又治本的做法。

生日宴2宗初陽均轉為確診
昨日確診的24宗個案中，19宗懷疑感染Omicron。

其中，源頭不確定個案方面，患者是20歲銅鑼灣崇光
百貨女售貨員，她亦在屯門藥房工作。其父亦初步確
診，發病日期較女兒早，相信是由他傳染。該父親本
月1日發燒及咳但未有求醫，在女兒確診後才送往檢
疫中心。由於他曾有不適，故送至屯門醫院。其主要
活動是在愛定商場215號東亞大藥房工作，每日或隔
日會到同一層都城餐廳，有時一日三餐都在此用餐；
亦曾到訪屯門多間餐廳。他另有2名家人亦有病徵，
當局會盡快安排他們檢測。衛生防護中心亦發現，早
前確診的望月樓群組源頭的國泰機師，曾於上月27日
到過東亞大藥房購物，有機會是有關連個案，須待全
基因分析。由上月27日至昨日曾到訪愛定商場人士須
強制檢測，當局會在場設立流動檢測中心予居民檢
測。

中信證券再有一名52歲男職員初步確診，1月8日
已送往檢疫中心，翌日有喉嚨痛及咳，他並沒有打

針。送往
檢疫中心
前，他曾
入住沙田
帝 逸 酒
店，1月5
日 曾 到
「四寶食堂」食早餐，並曾在大家樂等餐廳買外賣。
至於生日宴關鍵人物王詩雅與其友人43歲女馬主均

轉為確診，2人於生日宴前曾到西營盤干諾道西115號
飲食，當日共有5人聚會；而生日宴賓客名單增至214
人，當中104人已送檢疫中心。張竹君指，由於聚會
場地無閉路電視，無法翻查追蹤；至於聚會是否有人
沒有使用 「安心出行」，有關部門會跟進，若有人刻
意誤報資訊，影響疫情調查工作，政府將會追究。

至昨晚7時，政府圍封荔枝角美孚新第5期蘭秀
道5至7號強檢。另外，因應烏茲別克斯坦確認發現
Omicron 個案，政府將該地區指明為 A 組地區，1 月
13日凌晨零時生效，以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登機及檢疫
要求。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本港昨日新增 24 宗確診個
案，其中19宗輸入、4宗與輸入
個案有關連、1宗感染源頭未確
定，至今累計確診12959宗。因應
本地個案近日有增加，須檢疫的
密切接觸者人數急速上升，且考
慮到感染Omicron變異病毒株的
潛伏期較短，特區政府昨宣布，
即日起縮短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的檢疫期，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的
隔離期由21日改為14日，再在家
自我監測7日及進行檢測。

因發現一宗初步陽性個案，特區政府昨晚7時起圍封荔枝角美孚新第五期蘭秀道5至7號，居民須強制檢測。記者 馮瀚文攝

深圳寶安定向事業崗招聘受港澳歡迎
為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作為深港之源的寶安，日前公
布了2021年下半年赴外面向高
校應屆畢業生公開招聘事業單
位工作人員面試成績及體檢安
排。此次寶安面向全國共招聘
95人，其中包括部分面向港澳
應屆畢業生的職位。據了解，
定向港澳永久居民崗位獲得了
眾多港澳優秀青年的歡迎，共
吸引了158人報考，經過資格
審查、面試等環節，最終14人
入圍考察、體檢。有專家認
為，選擇參加內地事業編制招
聘，反映了港澳青年的國家認
同和灣區認同，未來他們將為
大灣區建設縱深推進貢獻力
量。 王娜 林麗青

匯聚港澳優秀人才 共建灣區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

方案》的正式印發，寶安首次成為國家級戰略 「主
戰場」。寶安以推動前海合作區深化改革開放方案
落地實施為使命，將在服務前海、服務港澳中推動
寶安新一輪發展，提出將為香港現代服務業進駐和
前海優惠政策效應釋放提供豐富的適用場景和有力
支撐。

日前，深圳市寶安區啟動2021年下半年赴外面向
高校應屆畢業生公開招聘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作，
拿出部分編制崗位定向招聘港澳永久居民，這是目
前深圳市事業單位最大規模的一次面向港澳居民的
招聘。招聘的崗位設置聚焦了香港的優勢產業，重
點吸引在金融、法律、會展服務業以及工程建設等
領域人才。同時，為深化與港澳的產業對接和經貿
合作，創新發展現代服務業，還設置了多個產業研
究、經濟管理、技術轉移服務、會展服務等職位，
旨在推動寶安與港澳科技創新發展全鏈條聯動，這
些產業吸納的職位配對，正是港澳人才的優勢所
在，切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更是落實 「前
海方案」的有效舉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經濟研
究所副所長文雅靖告訴記者，寶安事業編制定向港
澳招聘報名踴躍，應聘者既有來自內地高校的港澳
生，也有畢業於港大、科大等本港高校畢業生，還
有畢業於海外高校的港澳生，他們最終選擇參加內
地事業編制招聘，他們的選擇反映了他們的國家認
同和灣區認同。

文雅靖認為，港澳青年加入內地事業編制隊伍，
未來將更深入了解國家戰略部署、大灣區建設重點
以及內地事業編制及公務員體制運作等，為大灣區
建設縱深推進貢獻力量。

寶安為港澳青年內地發展
提供更廣闊空間

「在政府單位工作是很寶貴的經驗，以後就算是
轉到其他單位也是很好的工作經驗。」在深創業的
港青黃錦麟也認為，寶安招聘的多是剛畢業的年輕
人，這對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很大的發展機會，對他
們的職業生涯來說發展空間很大，尤其是對於已經
在內地學習生活了幾年的香港年輕人來說。 「他們
擁有在內地生活學習的經歷，對內地更加了解，更
兼具港澳國際視野，在內地發展優勢更為明顯，可
以直接參与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黃錦麟說。

「寶安區開放港籍事業編制供香港青年報考，讓我
看到了寶安區對於招納香港青年的決心，讓我對香港
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安居樂業更有信心。」在前海工
作的香港青年黃奕賢告訴記者，寶安區作為深港文化
源頭，在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均有着得天獨厚的

優勢，是香港青年到內地的首選地。黃奕賢認為，寶
安區對香港青年很重視，此次招聘為港青提供和內地
青年同等條件，相信寶安區對香港青年的支持，將極
大提高香港青年對祖國的歸屬感。

寶安是深港文化之源。從改革開放，深圳第一家
「三來一補」企業誕生，到如今的前海 「擴區」，

寶安一直與香港緊密相連。在寶安，工業設計界、
教育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都活躍着不少港人港
企的身影，同樣，也有不少寶安人在香港工作和生
活，在城市的歷史變遷中，寶安始終與港人港企譜
寫着一篇篇動人的 「寶港故事」。香港青年創新創
業協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中心理事
長王凱早前在寶安參加活動時表示，目前他們在前
海的發展空間載體遠遠不夠，希望能在寶安找到新
的發展空間。

鯤鵬展翅正當時
當前，寶安區正全力推進《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落地，為對接港澳
所需，寶安竭盡所能，為港人港企提供更大發展空
間。

記者了解到，寶安緊抓港澳合作的重大契機，目
前在深圳機場東片區謀劃了香港先進製造業合作
區，以創新+產業+空間的模式，充分挖掘空間資
源，完善創新生態，加快產創融合，為深港科技創
新成果產業化落地提供支持保障。

在融入深港合作方面，寶安將建立健全與港澳產
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新驅動支撐的發展

模式，建成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強、創新策源能力
強、協同發展帶動能力強的高質量發展引擎。高質
量建設前海（寶安）深港創新集群區，依託騰訊
「互聯網+」未來科技城、深中通道門戶區、深港

先進製造業合作區，深化寶安與前海聯動發展，加
強創新鏈協同，將前海（寶安）片區打造成為科技
成果轉換承載地、先進製造產業集聚區和國際高端
功能機構集聚區。

此外，寶安還將引進一批應用技術類院校和科研
機構。圍繞服務前海和支撐先進製造業發展，建設
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推進深港智能製造共性技
術創新中心建設。通過引進香港先進的技術優勢資
源和現代產業服務模式，結合寶安產業優勢提供應
用研發、技術支援、人才培訓、知識產權服務，形
成優勢互補，促進兩地先進製造業的全方位融合。
而此次引進的港澳人才，正好一展身手。

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日前在接受
採訪時表示，前海 「擴區」之後，寶安將迎來一系
列利好，要充分利用好前海政策優勢，以現代服務
業來保障寶安製造業邁向更高處發展，找準發展方
向定位，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寶安將在繼承中謀發
展，在創新中求突破。

工作在寶安 安心更舒心
近年來，寶安高度重視人才引進工作，大力實施

人才強區戰略，通過產業聚才、政策匯才、海外引
才、環境留才，積極匯聚港澳及國際化人才，共建
寶安發展。大力推動定向港澳籍永久居民招錄公職
人員工作，積極推動深港青年交流，實施寶安青年
與粵港澳大灣區共成長計劃，掛牌深圳首個香港青
年創新創意創業基地，引進更多港澳籍和國際化人
才融入大灣區。

當前，深圳已出台《關於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
深發展的若干措施》，涵蓋港澳居民在深學習、就
業、創業、生活等4個方面，總共18條。其中包括
進一步支持港澳學生來深實習見習就業、支持港澳
青年參加創新創業活動，為來深的港澳居民提供公
共交通優惠、推進深港澳社會保障合作等與深圳戶
籍市民同等待遇，為港澳籍學生接受義務教育提供
便利，落實港澳居民居住證政策，進一步完善來深
發展的港澳人才住房保障政策。

與此同時，寶安也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覆蓋生活
補貼、住房安居、醫療保健、子女入學、配偶就
業、人才療養等方方面面，想方設法解決好人才的
後顧之憂，讓各類人才在寶安工作生活得更加安
心、舒心。在寶安發展的香港青年周小霞一直堅守
在寶安工業設計屆，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加上前海
「擴區」帶來的機遇更加堅定了她留在寶安的決

心，她希望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寶安發展。

航拍寶安灣 寶安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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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寶安以推動前海合作區深化改革開放方案
落地實施為使命，將在服務前海、服務港澳中推動
寶安新一輪發展，提出將為香港現代服務業進駐和
前海優惠政策效應釋放提供豐富的適用場景和有力
支撐。

日前，深圳市寶安區啟動2021年下半年赴外面向
高校應屆畢業生公開招聘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作，
拿出部分編制崗位定向招聘港澳永久居民，這是目
前深圳市事業單位最大規模的一次面向港澳居民的
招聘。招聘的崗位設置聚焦了香港的優勢產業，重
點吸引在金融、法律、會展服務業以及工程建設等
領域人才。同時，為深化與港澳的產業對接和經貿
合作，創新發展現代服務業，還設置了多個產業研
究、經濟管理、技術轉移服務、會展服務等職位，
旨在推動寶安與港澳科技創新發展全鏈條聯動，這
些產業吸納的職位配對，正是港澳人才的優勢所
在，切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更是落實 「前
海方案」的有效舉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經濟研
究所副所長文雅靖告訴記者，寶安事業編制定向港
澳招聘報名踴躍，應聘者既有來自內地高校的港澳
生，也有畢業於港大、科大等本港高校畢業生，還
有畢業於海外高校的港澳生，他們最終選擇參加內
地事業編制招聘，他們的選擇反映了他們的國家認
同和灣區認同。

文雅靖認為，港澳青年加入內地事業編制隊伍，
未來將更深入了解國家戰略部署、大灣區建設重點
以及內地事業編制及公務員體制運作等，為大灣區
建設縱深推進貢獻力量。

寶安為港澳青年內地發展
提供更廣闊空間

「在政府單位工作是很寶貴的經驗，以後就算是
轉到其他單位也是很好的工作經驗。」在深創業的
港青黃錦麟也認為，寶安招聘的多是剛畢業的年輕
人，這對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很大的發展機會，對他
們的職業生涯來說發展空間很大，尤其是對於已經
在內地學習生活了幾年的香港年輕人來說。 「他們
擁有在內地生活學習的經歷，對內地更加了解，更
兼具港澳國際視野，在內地發展優勢更為明顯，可
以直接參与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黃錦麟說。

「寶安區開放港籍事業編制供香港青年報考，讓我
看到了寶安區對於招納香港青年的決心，讓我對香港
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安居樂業更有信心。」在前海工
作的香港青年黃奕賢告訴記者，寶安區作為深港文化
源頭，在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均有着得天獨厚的

優勢，是香港青年到內地的首選地。黃奕賢認為，寶
安區對香港青年很重視，此次招聘為港青提供和內地
青年同等條件，相信寶安區對香港青年的支持，將極
大提高香港青年對祖國的歸屬感。

寶安是深港文化之源。從改革開放，深圳第一家
「三來一補」企業誕生，到如今的前海 「擴區」，

寶安一直與香港緊密相連。在寶安，工業設計界、
教育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都活躍着不少港人港
企的身影，同樣，也有不少寶安人在香港工作和生
活，在城市的歷史變遷中，寶安始終與港人港企譜
寫着一篇篇動人的 「寶港故事」。香港青年創新創
業協會會長、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中心理事
長王凱早前在寶安參加活動時表示，目前他們在前
海的發展空間載體遠遠不夠，希望能在寶安找到新
的發展空間。

鯤鵬展翅正當時
當前，寶安區正全力推進《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落地，為對接港澳
所需，寶安竭盡所能，為港人港企提供更大發展空
間。

記者了解到，寶安緊抓港澳合作的重大契機，目
前在深圳機場東片區謀劃了香港先進製造業合作
區，以創新+產業+空間的模式，充分挖掘空間資
源，完善創新生態，加快產創融合，為深港科技創
新成果產業化落地提供支持保障。

在融入深港合作方面，寶安將建立健全與港澳產
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新驅動支撐的發展

模式，建成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強、創新策源能力
強、協同發展帶動能力強的高質量發展引擎。高質
量建設前海（寶安）深港創新集群區，依託騰訊
「互聯網+」未來科技城、深中通道門戶區、深港

先進製造業合作區，深化寶安與前海聯動發展，加
強創新鏈協同，將前海（寶安）片區打造成為科技
成果轉換承載地、先進製造產業集聚區和國際高端
功能機構集聚區。

此外，寶安還將引進一批應用技術類院校和科研
機構。圍繞服務前海和支撐先進製造業發展，建設
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推進深港智能製造共性技
術創新中心建設。通過引進香港先進的技術優勢資
源和現代產業服務模式，結合寶安產業優勢提供應
用研發、技術支援、人才培訓、知識產權服務，形
成優勢互補，促進兩地先進製造業的全方位融合。
而此次引進的港澳人才，正好一展身手。

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日前在接受
採訪時表示，前海 「擴區」之後，寶安將迎來一系
列利好，要充分利用好前海政策優勢，以現代服務
業來保障寶安製造業邁向更高處發展，找準發展方
向定位，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寶安將在繼承中謀發
展，在創新中求突破。

工作在寶安 安心更舒心
近年來，寶安高度重視人才引進工作，大力實施

人才強區戰略，通過產業聚才、政策匯才、海外引
才、環境留才，積極匯聚港澳及國際化人才，共建
寶安發展。大力推動定向港澳籍永久居民招錄公職
人員工作，積極推動深港青年交流，實施寶安青年
與粵港澳大灣區共成長計劃，掛牌深圳首個香港青
年創新創意創業基地，引進更多港澳籍和國際化人
才融入大灣區。

當前，深圳已出台《關於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
深發展的若干措施》，涵蓋港澳居民在深學習、就
業、創業、生活等4個方面，總共18條。其中包括
進一步支持港澳學生來深實習見習就業、支持港澳
青年參加創新創業活動，為來深的港澳居民提供公
共交通優惠、推進深港澳社會保障合作等與深圳戶
籍市民同等待遇，為港澳籍學生接受義務教育提供
便利，落實港澳居民居住證政策，進一步完善來深
發展的港澳人才住房保障政策。

與此同時，寶安也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覆蓋生活
補貼、住房安居、醫療保健、子女入學、配偶就
業、人才療養等方方面面，想方設法解決好人才的
後顧之憂，讓各類人才在寶安工作生活得更加安
心、舒心。在寶安發展的香港青年周小霞一直堅守
在寶安工業設計屆，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加上前海
「擴區」帶來的機遇更加堅定了她留在寶安的決

心，她希望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寶安發展。

航拍寶安灣 寶安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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