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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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通行證分三階段推行
從後天起打過針方可入商場街市食肆

港人不用過於擔憂Omicron
鍾南山籲做好預防傳播盡快打針

A3 A4

本港最新失業率3.9%
飲食業籲盡快推救市措施

香港疫情持續嚴峻，社會對
每天數千宗確診病例似乎已有
點麻木，部分人甚至有 「躺

平」 心態。必須指出，這種消極心態極不可取，難
道我們還想看到11個月大女嬰不治的悲劇重演嗎？
危急關頭，我們絕不可放棄，而特區政府一方面要
抓緊竭盡全力將抗疫措施盡快完善；另一方面全力
密切與 「國家隊」 加強協調溝通，爭取更多支援形
成合力。惟有從速堵塞漏洞和補齊短板，我們才有
更大把握，早日戰勝第5波疫情！

儘管特區政府在抗疫上越來越有章法，但若干環
節仍有不足。例如周四實施的 「疫苗通行證」 ，當
局只會在食肆和會址採取主動查核方式，要求市民
主動出示 「疫苗通行證」 ，但超市、商場等人流較

多的場所，則採取被動查核，屆時執法人員只會抽
查。誠然，政府沒有足夠資源檢查所有人，但在疫
情肆虐下，絕不應掉以輕心，必須加強與保安公司
和物業管理公司的合作協調，盡可能增加抽查密
度，從而將 「疫苗通行證」 的效用發揮至最大。

另一個棘手問題是社區潛在感染者太多。當局昨
起向等待入院或隔離設施人士派發電子手環，向其
提供健康監測、感染控制指引、生活安排，以及棄
置垃圾等具體建議。這是正確一步，可惜卻遺漏了
可能已經感染、因隔離設施不足而四處走動的密切
接觸者和次密接觸者，形成防疫漏洞。有見及此，
政府必須為他們度身訂造，更新具體指引，提醒他
們注意事項。

與此同時，受惠於內地提供大量快速檢測包，市

民有條件自行檢測，這對提早識別患者至關重要。
只不過，據報有部分市民自行檢測後，不敢上報衛
生部門和自己公司，因擔心上不了班，影響生計。
這個隱患亦須及時處理——政府一方面應該對企業
和僱主施加壓力，不准以染疫為由解僱員工；另一
方面適時向確診市民提供生活補助，減少瞞報誘
因，避免在社區製造更多隱形傳播鏈。

上述事項都是單憑特區政府就可辦到的，關鍵是
有沒有魄力。但確實也有不少抗疫措施是港府處理
不來的，需要內地支援。最明顯的困難是檢測能力
始終追不上實際需要。雖然火眼實驗室重新運作有
助提升本地檢測能力，但在疫情持續升溫之下，仍
有樣本積壓無法及時覆檢。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
應繼續與內地協調，爭取更多檢測人員來港，同時

亦可考慮將香港樣本送到內地檢測，最好能夠把兩
地檢測系統打通，互認互用。至於大量病人在社區
遊走的問題，近日中國建築集團在港府委託下，分
別在竹篙灣和啟德用地增建共1萬個社區隔離和治
療設施，專門接收輕症或無症狀患者，這對紓緩設
施緊張作用重大。若施工進度加快，將有助加快收
治病人流程，避免大量患者在社區 「播毒」 。

有專家估計第5波疫情要到3、4月才見頂，屆時
每日確診或達2萬至3萬宗。若要避免最壞情況成為
現實，我們現在就要趕快行動。市民要自覺配合政
府的抗疫措施，後者則要做好本分，辦妥力所能及
的事，同時要與 「國家隊」 加強協作，將抗疫成效
發揮至最大。只要團結同心，保持信心，多方齊
動，定可早日戰勝疫情。

盡快想辦法堵漏洞補短板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本周四，疫苗通行證將正式實施，
屆時12歲以上者進入街市、商場、食肆
等處所須最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疫
苗通」 安排下，處所將分為 「主動查
核」 和 「被動查核」 兩種方式。 中通社

首階段須接種最少1劑疫苗
昨日，食物及衛生局就 「疫苗通行證」舉行簡報

會。食衛局副秘書長（衛生）蔡傑銘表示，疫苗通行
證適用範圍包括街市、超級市場、商場和食肆等，市
民進入或逗留在處所，必須接種新冠疫苗。與此同
時，當局亦會以行政指令在學校、政府及公營機構辦
公室、公立醫院，及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等場所實行
疫苗通行證，個別以行政指令執行的處所，適用的人
員及範圍或有不同規定，如公立醫院的求診病人及陪
同人士、中小學生及政府辦事處服務使用者等在現階
段則可獲豁免。

據悉，疫苗通行證將會分三階段推行，4月29日前
會要求市民接種最少1劑疫苗，之後逐步提升疫苗接
種數量要求，最終達到要求市民接種3針。第一階段
疫苗通行證開始實施時，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須接種
最少1劑疫苗；第二階段於4月底開始，所有18歲或
以上人士必須接種最少2劑疫苗，12至17歲人士亦須
接種最少1劑疫苗以符合要求；第三階段則從6月底
開始，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如已接種第2劑疫苗超過
9個月，就必須接種3劑疫苗才會獲視為符合要求，12
至17歲的人士如在6月底開始打第1針，即已超過6
個月，故有關人士必須接種2劑疫苗才符合要求。

查核採主動與被動兩種方式
蔡傑銘續指，政府會在食肆及會址採用主動查核方

式，市民須主動出示疫苗通行證，處所負責人要使用
政府提供的二維碼掃描器，掃描市民的疫苗二維碼。
至於超級市場、商場等則會採用被動查核，市民不需
要主動出示疫苗通行證，但執法人員有機會抽查。

在被動查核安排方面，蔡傑銘指，市民須攜帶接種
證明以符合法例要求，與攜帶身份證外出的規定相
似。他表示，若市民須經過商場才可回家，或要使用
政府服務、到訪醫療診所、到食肆買外賣，可獲豁
免。他亦相信執法人員有足夠經驗處理，不會刻意出
告票。

薛永恒提醒勿與人分享針卡
同日，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發表網誌指，疫苗

通行證於本周四起全面實施，屆時市民進入一些疫苗
通行證的指定處所，如食肆等，需要展示紙本或電子
疫苗接種紀錄即針卡或 「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
書」，方可獲准進入。這些處所更須以 「驗證二維碼
掃瞄器」程式，記錄到訪者針卡或 「豁免證明書」資

料，從而做到實名記錄，直接到位。一旦處所不幸出
現感染個案時，有關到訪者的資料便可從到訪紀錄及
疫苗接種紀錄中找出，從而協助衛生防護中心可以更
快及更精準地找出高感染風險人士，及早切斷病毒社
區傳播鏈，有效穩控疫情。

薛永恒續稱，食肆和處所負責人亦可透過使用 「驗
證二維碼掃瞄器」程式4.1.0版本，掃描並核實電子針
卡及 「豁免證明書」二維碼真偽。二維碼使用數碼簽
署技術，令二維碼內的資料不能篡改。市民要好好保
存自己的電子針卡，切勿與人分享，更千萬不要以身
試法，以他人針卡進入指定處所，如有任何違法違規
的行為，當局定必嚴肅執法。

最後，薛永恒又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的關
懷，香港各界定必全力以赴，致力克服疫情。特區政
府必定以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
切可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香港
市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及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第五波疫情確診
數字仍居高不下，昨日新增7533宗個案，再創疫情
以來單日新高，包括3宗輸入及7530宗本地個案，至
今累計確診達60363宗；另有6892宗新增呈報個案，
當中包括部分昨日確診個案。另外，再多13名患者
不幸離世，包括1名未足周歲女嬰，是本港爆發疫情
以來最年輕的疫歿者。

11月大女嬰成港最年幼逝者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示，在中心化驗的樣本中，20宗為懷疑感染Delta，
其餘懷疑感染Omicron或未進行病毒分析。他指，目
前確診數字趨勢仍是不斷上升，而社區亦有擴散趨
勢，期望在嚴格的防疫措施後可令數字減弱。截至前
晚，本港共有約250間院舍有人染疫；過去1日亦有
約10多宗涉及院舍職員及院友染疫的個案，部分院
舍有小型爆發。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本
港昨再多13名患者離世，包括7男6女，介乎11個月
至97歲。其中，一名11個月大女嬰於本月19日因持
續抽搐而被送至將軍澳醫院急症室，其後進行測試證
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Ct值較低約17左右，女嬰情

況一直惡化，其後再送至伊利沙伯醫院，並留醫深切
治療部。入伊院後，她曾被處方瑞德西韋，惟心肺功
能一度停頓，至20日離世。之前，女嬰健康一直良
好，其個案已交由死因庭跟進；其父母、8歲兄長及
孖生妹妹目前透過快速測試呈初步陽性。連同3名早
前未有公布的死亡個案，兩年多以來共有311名病人
在公立醫院離世。

劉家獻提到，現時公立醫院隔離病床使用量已達
92%，醫管局正計劃將接受療養、康復治療、日間服
務如放射治療、洗腎等的病人，轉交至私家醫院跟
進，正商討細節，希望在兩三天內成事。

唐英年係密接將缺席全國兩會
昨天，有消息指，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的司機及辦

公室2位秘書的家人，新冠病毒檢測先後呈陽性，現
正隔離；唐本人檢測結果呈陰性。唐英年表示，他和
上述3人之前有緊密接觸，已進行快速檢測，結果是
陰性，又指為防疫考慮決定留港，將會請假缺席全國
政協會議。

香港賽馬會昨確認，練馬師葉楚航昨在沙田馬場進
行的定期新冠病毒檢測中呈陽性。馬會指，葉楚航並
非居於本會在沙田馬場提供的宿舍，他將不能參加晨

操及賽事，直至另行通知。

兩棟樓強檢初確合共達211宗
此外，政府日前圍封東涌逸東(一)迎逸樓及沙田

博康博達樓進行強制檢測，共發現211宗初步陽性
個案，另有12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其中，迎逸樓在
強檢後發現95宗初步陽性個案，另有8宗檢測結果不
確定；博達樓則在第一及第二次檢測共有約3620人
次接受檢測，當中發現116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和4
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而馬鞍山頌安頌和樓、南
昌昌謙樓及昌逸樓昨午起圍封強檢，政府目標是在
今日下午完成行動，要視乎檢測結果，行動或會延
長。

由於荷蘭皇家航空營運於 2 月 18 日由荷蘭阿姆斯
特丹飛抵香港的航班（KL819）有 1 名乘客經抵港
檢測呈陽性，以及有 2 名乘客未能符合預防及控制
疾病規例第 599H 章指明條件，而酷航營運由新加
坡飛抵香港的航班（TR980）在 7 天內（2 月 13 日
至 19 日）有 4 名乘客經抵港檢測呈陽性，衛生署遂
禁止荷蘭皇家航空以及酷航營運的客機在 2 月 21 日
至 3 月 6 日期間分別從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陸香
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疫情異常嚴峻之際，特區政府決
定從本周四（2月24日）起實施 「疫苗
通行證」 （又名 「疫苗通」 ）。疫苗
通行證適用範圍包括街市、超市、商
場和食肆等，屆時市民進入或逗留上
述處所，需要接種新冠疫苗。而新措
施將會分三個階段推行，4月29日前會
要求市民接種最少1劑疫苗，並會逐步
提升疫苗接種數量的要求，最終達至
要求市民接種完3針疫苗。創科局已製
作兩套有關 「疫苗通行證」 教學短片
及資訊圖像，向市民及處所介紹如何
使用最新版本 「安心出行」 和 「驗證
二維碼掃瞄器」 流動應用程式，配合
「疫苗通行證」 全面實施。（尚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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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3宗！單日確診再破頂

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三階段推行「「「「「「「「「「「「「「「「「「「「「「「「「「「「「「「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疫苗通」」」」」」」」」」」」」」」」」」」」」」」」」」」」」」」
▶第一階段：2月24日至29日，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

須接種最少1劑疫苗，之後逐步提升疫苗接種數量要求，
達至要求接種3針；

▶第二階段：4月底至6月底，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必
須接種最少2劑疫苗，12至17歲人士亦須接種最少1劑疫
苗以符合要求；

▶第三階段：6月底開始，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如已接
種第2劑超9個月，須接種3劑疫苗才符合要求；12至17
歲須接種2劑疫苗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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