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顯示，2人時為航空公司機艙服務員，分別在
2021年12月24及25日從美國飛抵香港。他們在醫學
監察期間，分別於2021年12月25及27日進行不必要
活動，涉嫌違反第599A章。兩人其後均確診2019冠
狀病毒病Omicron變異病毒株，現已完成治療並離開
醫院。

警方昨日以涉嫌違反第599A章第15（3）條拘捕兩
人，並在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落案起訴兩人。他們
已獲准保釋，案件將於2月9日分別在屯門裁判法院
及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根據第599A章第15（3）條，任何
人沒有遵守衛生主任指明須遵守的條件，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

陳肇始：社區潛在傳播鏈
陳肇始稱，近日1宗確診個案屬於Delta變種病毒，

可見疫情未完全受控，社區仍有潛在傳播鏈，當局要
繼續做好追蹤工作。她呼籲市民接種疫苗及配合強檢
公告，務求找出傳播鏈，令病毒不會擴散，亦希望做
到減少人流、聚集等，這樣才有條件讓市民於過年後
有多些正常生活。對於政府決定取消年宵花市，預料
旺角花墟人流會增加，她指食環署及警方都會加強巡
查，呼籲市民不要聚集及店舖不要阻塞通道。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23歲銅鑼灣寵物店
女職員感染Delta變種病毒，惟本港已一段時間沒有
相關病毒在社區傳播，相信今次個案與輸入個案有關
聯，估計有機會是受感染的抵港人士帶入或在酒店出
現交叉感染，再流入社區。

當局研與環境因素關係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在

7宗確診個案中，5宗懷疑感染Omicron變異病毒株、
1宗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其餘1宗病毒量太低未
能進行基因分析。本地個案方面，23歲銅鑼灣寵物店
女職員確診，並涉及 L452R即Delta變種病毒，源頭
仍未能確定；根據理大全基因分析顯示，她帶 Delta
AY.127變種病毒，暫時未找到相應確診個案，最近似
的是一名由巴基斯坦經中東抵港的個案，但兩者病毒
基因有17處分別，故當局暫未能確認女職員的感染源
頭。漁護署人員昨日亦到寵物店視察，了解個案是否
涉及環境因素及店內動物的情況等，初步知道寵物由
荷蘭進口。

而早前確診的19歲男子亦有3位家人在檢疫中心確
診，3宗個案包括北角蘇浙公學17歲中五男生、軒尼
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11 歲小五女生及 46 歲外
傭，外傭曾去過早前確診個案位於油塘的家中。張竹
君表示，調查19歲男子和71歲女子時，2人都沒有清
晰提供相關的行蹤資料，若有人刻意隱瞞或有證據顯
示延誤公共衛生措施，當局會檢視會否法律追究。

巴籍婦1傳9
在初步確診個案方面，

其中有 9 人與早前確診、
曾在油麻地海景絲麗酒店
檢疫的巴基斯坦婦人有
關，有 5 人是她的同住家
人，另外4人是與她一同檢疫小童的家人，雙方曾在
酒店門口接觸。另有1名初步確診患者是昨日確診兄
妹和外傭的母親兼女戶主。

此外，政府昨晚再圍封大埔太和居和樓、長沙灣
元州街450至464號寶華閣，有關人士需要留在處所
並接受強檢。

院舍下月尾推「疫苗氣泡」
社署宣布，因應政府將會於2月中在政府大樓和辦

公處所推行 「疫苗氣泡」，將於2月24日開始在所有
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推行 「疫苗氣泡」。所有於安
老院、殘疾人士院舍，以及附設的日間服務單位僱用
並於院舍處所值勤，或透過與院舍或單位訂立外聘服
務合約向住客或使用者提供服務的人士，除非持有有
效醫生證明書，證明其因健康狀況而不適合接種疫
苗，必須已最少接種第一劑疫苗，才可在相關院舍或
附設於院舍處所的日間服務單位值勤或向院舍的住客
或使用者提供服務。

新民黨自由黨
為財案獻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政府正就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新民黨、自由黨昨分別約見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表達意見。新民黨建議提高足球及賽
馬博彩稅率，以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又建議向自僱人
士及零散工發放特別津貼7500元。自由黨則建議派
發5000至10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以振興消費，希望盡
快放寬限制，容許恢復晚市堂食。

新民黨建議增博彩稅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政府公共財政面對財政

儲備下降、依賴地價收入及經常性開支增幅極大等三
大挑戰。為應對有關問題，政府應控制開支增長，新
民黨建議延續去年做法，目標在再下一個財政年度，
通過提升效率及改善資源調配，將政府經營開支再壓
縮1%。她又指，疫情下香港賽馬會博彩及獎券收入
屢創新高，2021年純利及佣金達144.3億元，建議提
高博彩稅稅率，足球博彩稅率訂為80%，賽馬博彩稅
率訂為75%至80%，作為調節香港賽馬會過高收入的
舉措。

防疫抗疫方面，新民黨建議向未在第5輪防疫抗疫
基金中受惠的自僱人士及零散工發放特別津貼 7500
元；增撥3億元協助因公海遊暫停而受影響的郵輪公
司，向同樣受重創的賓館業作現金支援，以及向每名
本地跨境巴士司機提供現金津貼。葉劉淑儀稱，不贊
成再派電子消費券，認為對提振經濟的作用有限，政
府應預留款項應對可能持續的疫情。她指未收緊防疫
措施前，本港食肆的生意很好，相信本港能夠「通關」，
零售和飲食生意毋須再靠消費券以鼓勵和刺激。

自由黨倡消費券 「加碼」
另外，自由黨則建議政府 「加碼」再推 5000 至

10000元電子消費券，以持續興旺市道，以及寬免全
年差餉和地租，每季最多1萬元，推行商住電費、煤
氣及石油氣補貼計劃，並要求百分百擔保計劃延長和
加碼等。自由黨主席、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表示，飲食
業近期的損失，遠高於在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獲得
的補助，希望政府再撥款支援業界。他指，會上有向
陳茂波反映，希望盡快放寬限制，容許恢復晚市堂食。

葉劉淑儀提議增加增博彩稅。 記者 馮瀚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教聯會昨日聯同
立法會議員鄧飛及朱國強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面，
反映對教育施政的訴求。雙方會面氣氛良好，局方對
教聯會提出的多項訴求積極回應。

冀早定專業發展階梯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現有小學人手架構未能配

合時代發展的需要，然而理順小學中層人手及薪酬架
構撥款未能在上屆立法會通過，促請教育局盡快將相
關議案提交新一屆立法會，並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議
案，盡快通過撥款，務使在9月新學年能夠落實，以
完善小學專業發展階梯，提升教育質素。當局已承諾
盡快向立法會提交議案。

朱國強指出，疫情下復課無期，幼稚園的經營情況
恐雪上加霜，要求政府向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發放
更多津貼，並向私立獨立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用作
發放幼師薪酬，又促請當局延續安全網措施，以免大
批資深幼師被裁。

近年學生人口下降，教育界正面對縮班殺校危機，
鄧飛認為當局不應單以收生數字作為唯一殺校標準，
須全盤考慮學校亮點、增值數據表現及所面對的困
難，給予適量支援。

教聯與楊潤雄會面
提多項改善建議

民建聯倡增人手減檢疫混亂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有接受隔離的

市民反映竹篙灣檢疫中心安排混亂，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梁熙、張國鈞、陳克勤、周浩鼎、葛珮帆、林
琳、郭玲麗，昨日就有關情況與食物及衛生局副局
長徐德義，以及衛生署代表會面。民建聯認為事件
不單與人手不足有關，更反映缺乏有效的跨部門統
籌，導致部門間的溝通出現了混亂、互不統屬的管
理問題，建議有關當局做好協調，處理好檢疫人士
入營及出營的安排；及增加人手，加強檢疫人士在
營內支援。

有人於竹篙灣數日「零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指出，竹篙灣檢疫中心檢

測安排混亂，有人入營幾日，都未接受檢測；亦有
同一批入營人士，但檢測安排相差兩次；亦有要求
驗血檢測抗體，但等待10日未有回覆。他建議，有
關當局做好協調，處理好檢疫人士入營及出營的安
排；增加人手，加強檢疫人士在營內的支援；及要
有一個高級別的官員做檢疫中心的整體統籌。他已
向立法會主席申請，要求在立法會本月 19 日的大
會，就竹篙灣檢疫中心情況提出緊急質詢。

此外，香港東隅酒店下月1日起，將成為國泰航
空機組人員的指定檢疫酒店。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
劉淑儀與太古城居民前往考察。葉劉淑儀表示，太
古城及康山康怡一帶居民得悉該酒店將成為國泰機
組人員指定檢疫酒店後，表示反對及感到擔憂，質

疑為何檢疫酒店選址在太古城正中心、鄰近商場及
港鐵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而不選址較偏遠的地
方。

葉劉指東隅酒店隔離房設備完善
葉劉淑儀在參觀後表示，隔離房間條件及設備相

當不錯，房間準備簡單包裝食物，包裝及餐具等也
是用完即棄；不同物品或垃圾會以不同膠袋分類，
酒店的空氣清新及通風系統將會 「加碼」24小時不
停換氣，酒店員工均已接種新冠疫苗。她認為，作
為檢疫酒店，其設備頗為完善，但對於選址鄰近民
居，只能無奈接受。

民建聯表示，關注竹篙灣檢疫中心的混亂安排。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第5輪防疫抗疫
基金自宣布推出後，各行各業陸續可開始申請。食環
署昨日公布，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行業可即日
起申請政府資助，其中餐飲處所將獲最高25萬元的防
疫抗疫基金，計劃預期可惠及逾 17600 間餐飲業處
所。

娛樂場所同樣受惠
食環署稱，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餐飲處所資助

計劃、商營浴室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及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持有人資助計劃，由 17 日起至 2 月 18 日接受申
請。合資格的普通食肆、小食食肆等持牌人按其牌照

上所訂明的樓面面積發放 5 萬至 25 萬元的一次性資
助；若同時經營卡拉OK場所、夜總會及酒吧或酒館
業務，並按規定關閉整個持牌處所範圍，可申請額外
2.5萬元的一次性資助。

至於商場內美食廣場的食物製造廠持牌人，可申請
1 萬至 5 萬元的一次性資助，大約 1700 個持牌人受
惠。食環署轄下街市熟食或小食攤檔承租人及在公屋
經營熟食業務的合資格承租人或持牌人，亦可申請
2.5 萬元的一次性資助，約 1000 名經營者受惠。另
外，合資格的商營浴室持牌人及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
有人，將分別提供一次性5萬或1萬元資助，可惠及
約50間商營浴室和570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持有人。

康樂及體育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第5輪
防疫抗疫基金下的 「電影院資助計劃」由今日起至本
月底接受申請，資助額為每所電影院每塊銀幕 5 萬
元，每條院線最多可獲 150 萬元的資助。康文署表
示，再次推出 「向註冊體育教練提供一筆過補助金」
計劃，本周四起接受申請，為每名合資格的註冊體育
教練提供一筆過5000元補助。至於康文署所舉辦或資
助的康體活動因受疫情影響而取消，署方會運用第5
輪防疫抗疫基金向有關工作人員(包括教練及導師)提
供特惠金援助，毋須另行申請。

黃傑龍料補助抵一半虧損
對於當局禁晚市堂食至大年初三，稻苗學會榮譽會

長黃傑龍表示，業界已體驗過沒有晚市堂食的 「殺傷
力」，估計今次整體會流失七成生意，相信最大影響
是宴會、中式食肆及酒店，生意額或跌至只剩一成。
就第5輪防疫抗疫基金開始接受申請，黃傑龍認為如
果以停晚市堂食1個月計算，相信補助金額可減少食
肆一半的虧損，如年初四未能復市，損失會持續擴大。

責任編輯 莊海源 吳業康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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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涉嫌違反防疫規例

2前機艙服務員被起訴

餐飲處所即日起可申抗疫基金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陳彥潔報道：香港
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昨日公布，2021年全年初步
訪港旅客數字為約9.1萬人次，按年下跌97.4%。數
字顯示，去年全年內地旅客約為6.57萬人次，按年
跌 97.6%；非內地旅客為 2.57 萬人次，按年跌
97%。單計去年 12 月，訪港旅客總數為 9448 人
次，按年升94.1%，其中6475人為內地旅客，按年
增長167%，非內地旅客2973人次，按年升21.7%。

珠海「回港易」「來港易」
經大橋入境暫停免檢

旅發局表示，在出入境相關的防疫措施下，訪港
人士主要是探望親友或有其他必要到訪的原因，消
閒旅客繼續維持近乎零的水平。

另外，珠海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17日發布通告指出，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經
珠港兩地政府協商一致，決定自1月18日零時起港
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港珠線雙向暫停運行，恢復時間
另行通知。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公司表示，對已購

買1月18日起港珠線班次車票的旅客，將做全額退
票處理；強調做好防疫工作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呼籲旅客提前做好行程安排。目前，在穿梭巴士預
約介面選擇車票時，會彈出 「所選日期與線路的所
有班次暫未開售」的提示。

政府公布，因應內地疫情最新情況，廣東省珠海
市香洲區將被列入 「回港易／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
風險地區」。由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位於珠海市
香洲區內，自1月18日零時起，任何人士將不能透
過 「回港易」或 「來港易」計劃從珠海口岸經港珠
澳大橋入境香港而獲得豁免在港的強制檢疫安排。

政府發言人說︰ 「上述安排於1月18日零時起生
效， 『回港易』及 『來港易』計劃將暫時停止接受
從珠海口岸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的預約申請。即
使在此前已通過 『回港易』或 『來港易』計劃取得
從珠海口岸經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的預約名額，亦
將不能使用有關口岸進入香港而獲得豁免港方的強
制檢疫安排。政府會向已預約而今次受影響的人士
發出手機短訊，通知他們有關安排。」

港珠線穿梭巴士今起暫停

【香港商報訊】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與本屆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和副主席馬逢國首次會面，
之後會每周會面，保持聯繫和溝通。在會上，李家超
恭賀李慧和馬逢國再次當選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正、
副主席。

將每周會面保持溝通
李家超表示，政府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會積極配合

立法會履職，包括審議法案、撥款、質詢、議案辯論
等。他會帶領所有司局長與立法會積極聯繫，並會在
制訂政策時從不同途徑盡早與議員交流意見。

他說，本屆立法會議員在 「愛國者治港」原則下，
肩負和政府共同參與管治香港的重任。政府會與立法
會議員緊密合作，共同促進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為全
港市民謀福祉。

李家超也講述政府立法議程、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未來兩個月立法會事務等。雙方並就各議題交換意見。

李家超晤內會正副主席

【香港商報訊】
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昨日新增 7宗
確診個案，包括 3

宗輸入個案及4宗本地個案，至今累計共13048宗；另有
少於20宗初步陽性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雖然近日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每日降至個位數，但社區仍有
潛在的傳播鏈，可見疫情未完全受控，當局要繼續做好追
蹤工作，希望市民可以縮減辦年貨時間。另一方面，警方
昨日以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拘
捕，並落案起訴兩名前航空公司機艙服務員。

長沙灣元州街寶華閣圍封強檢。 記者 蔡啟文攝

李家超（中）昨午與內會主席李慧（左）及副主
席馬逢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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