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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會確保食物必需品供應

李家超：毋須顧慮全民強檢
【香港商報
訊】記者李銘欣
報道：政府正密
鑼緊鼓推行全民
強制檢測，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表示，全民強檢期間
政府會確保食物及必需品供應穩定和充足，市民毋須顧
慮，不要誤信謠言或網上不確信息。同時，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亦已全力協助政府物流服務署物色更多倉庫，已
新增約 14 萬平方米倉儲空間，儲存大量由內地供港的醫
療物資，為全民強制檢測作好準備。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前排右二)早前視察剛建成的社區隔離設施項目。
李家超網誌圖片

前新田購物城等地即將完工

超召開跨局及跨部門會議，為籌備接收工作做好準備及
部署，讓設施於短期內盡早運作和接收確診者。

由於近日有市民擔心全民強檢期間會實施禁足，紛
紛搶購食物及相關物資。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在網
誌表示，政府正籌備全民強制檢測方案，亦正聽取意
見，會按香港實際情況制定計劃，當有決定方案時，
會向社會宣布細節及作詳細解釋，讓市民做好準備。
他重申，在整個檢測過程中，政府會確保食物及必需
品供應穩定和充足，市民毋須顧慮，只須多加留意政
府發放的消息，不要誤信謠言或在社交媒體可能出現
的不確信息。
李家超透露，為配合全民檢測，政府正全力增建隔
離設施 ，上周二他視察剛建成的青衣社區隔離設
施，這是中央援建工程中的第一個落成項目，只用了
短短 7 日就迅速完工，創造了香港一個工程奇。
下一個將完成的工程是位於前新田購物城用地、由新
鴻基地產及恒基地產借出土地的另一社區隔離設施，該
處的工人正馬不停蹄地安裝組合屋，而上星期四，李家

擴港貨存能力應對貨期高峰
中央援建的其他 6 個項目亦正全速進行，包括竹篙
灣、啟德前跑道區、元朗潭尾（由新鴻基地產借出土
地）、洪水橋近雞伯嶺路、粉嶺馬適路旁（由新世界
發展借出土地），以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
除上述 8 項工程，位於落馬洲河套區的國家援建項
目亦正全速進行，工程由中建科工集團負責，將建造
一座約 1000 個床位的應急醫院和約 10000 個床位的社
區隔離及治療設施，因工程有急切性和必需性，李家
超已行使《緊急情況規例》下的授權，就援建工程及
有關人員及物資，豁免其受香港特區相關法律的限
制，讓各方面的支援及資源急速到位，承建商盡快完
成這急不容緩的工程。
同時，因應大量內地供港醫療物資陸續運抵，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昨日表示，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已全

力協助政府物流服務署物色更多倉庫，大幅擴大本港
的貨存能力，應對全民強制檢測的貨期高峰。
在工作小組協助下，物流署已新增多個大型臨時倉
儲地方（合共約 14 萬平方米）存放抗疫物資，除了在
香港各區（例如柴灣、屯門、葵涌和九龍灣）租用倉
庫外，也成功對接了本港企業借出位於灣仔區和將軍
澳區的場地，由下周初即可作短期倉庫使用。

內地醫療物資繼續抵港
物流署現已準備就緒，倉存能力足以全面接收及儲
存內地企業源源不絕供港的醫療物資，確保有效率地
處理 「全民強制檢測」的大量物資需求，並快速分發
至有需要人士使用。
由商經局負責統籌的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與內地
專班緊密對接，各種醫療物資，包括快速抗原測試
包、口罩、中成藥、保護裝備和醫療用品已陸續分批
運抵港，供前線人員、接受治療和有需要人士，以及
全民強制檢測使用。

專家指疫情仍爆升 未到「躺平」時刻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第五波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本港昨日新增 31008 宗確診個案，包括 2
宗輸入個案、31006 宗本地個案，至今本港累計確診
個案共有 471617 宗。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
示，本港疫情仍處於快速上升階段，形容現時未到
「躺平」的時刻，認為現階段實行全民強制檢測應經
過綜合考慮。

須將病毒繁殖率降至 1 以下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日
表示，確診個案中有 3082 個案來自醫管局、2601 宗來
自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餘下 25325 宗則來自
私家化驗所。而在 2601 個由衛生防護中心化驗的樣本
中，2 宗疑染 Delta、2105 宗疑染 Omicron，另有 494
宗未完成或病毒量不足未能進行基因排序。他續指，
截至前日，再有多 94 間院舍出現病例，累計共 662 間
院舍有確診，佔整體 83%，涉約 1.3 萬名院友及 3450
名員工；另有累計 213 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個案及爆
發，佔整體 63.6%，涉約 3800 名院友及 1370 名職員。
死亡個案方面，截至前日第五波共有 1794 名確診者
死亡，涉及 1103 男 691 女(11 個月大至 108 歲)，整體
死 亡 率 是 0.39% 。 其 中 60 歲 以 上 患 者 佔 死 亡 個 案
94.5%、80 歲以上死者有 1227 人，佔整體 68.4%。歐家
榮亦更正指，目前共有 4 宗兒童死亡個案，而非前日
公布的 6 宗，指其中有 2 宗是 19 歲患者，並不是兒
童；4 名離世兒童均是 10 歲以下。
梁萬年表示，疫情已經持續在香港社區傳播，並快

速爆發，整體人群感染水平較高，進行個案追蹤有難
度，故 「動態清零」、減少感染、減少重症、減少死
亡，為當前最優先目標，形容未到 「躺平」的時刻，
必須切斷傳播， 「盡最大可能的保護生命」。他又
指，變種病毒 Omicron 繁殖率可達 1 傳 8，現時因為政
府的措施，有效把它降至 1 傳 2 左右，要再努力將繁
殖率降至 1 以下，疫情才算好轉。對於現階段應否推
行全民強制檢測，他強調檢測是 「手段」，不是 「目
的」，需要綜合考慮。

長者或打 4 劑疫苗才足夠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表示，長者

免疫力低，應與長期病患一樣接種 4 劑新冠疫苗才有
足夠保護。他又指，政府早前將長者接種 2 針科興疫
苗的間隔時間，由 29 日縮短至 21 日，對疫苗效果影
響輕微，現在疫情嚴峻，盡快接種疫苗更加重要。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局長的新聞秘書確診，局長聶
德權每日均有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測試，結果均為陰
性。此外，政府前日圍封多幢大廈進行強檢行動，當
中深水麗閣麗萱樓發現 146 宗初陽；啟德德朗
德瑜樓有 238 宗初陽、德珮樓有 223 宗初陽、德瑤樓
有 217 宗初陽；葵涌石籬（一）石泰樓發現 148 宗
初陽；香港仔中心海珊閣及海瑚閣亦有 47 宗，防護中
心會安排跟進。

當局強調供港鮮活食品供應穩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政府發言人昨日
表示，3 月 5 日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供應穩
定，市民毋須過分採購。發言人表示，政府會繼續密
切留意市場上食品供應情況，與主要供應商和內地當
局緊密聯繫，確保食物供應穩定。
根據最新資料，前日內地經陸路和水路抵港的蔬菜
供應量約 1900 公噸。其中經由漁護署及蔬菜統營處
各批發市場推出的內地供港蔬菜約為 817 公噸，菜心
及白菜昨天的平均批發價回落至每斤分別 7.2 元及 5.4
元，較前一天批發價下跌三成，反映整體蔬菜批發價
明顯回落。雞蛋方面，批發市場供應繼續穩定充裕，
過去一周平均每日供應共 400 萬隻。

前日內地進口本港的冰鮮豬肉貨量約 68 公噸，持
續高於平日水平，約為平日內地供應量 1.3 倍。活豬
方面，上水屠房營運商正積極籌備盡早恢復屠宰服
務，荃灣屠房則會繼續因應其運作情況提供服務。前
日冰鮮家禽貨量約為 15 萬隻，數量約為平日內地供
應量的八成。而昨日本地屠宰的活雞約 7000 隻，數
量約為去年平均每日供應量的六成。
食米方面，按政府要求，現時食米儲存商要儲備足
夠市民 15 天的食用量存貨。業界表示除了政府規定
外，一般也會儲存多一倍存貨，足夠本港市民 1 個月
食用。近年來，本港的食米進口及食用量均維持穩
定，約為每年 32 萬至 33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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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鏟灣「海上快線」
創最高運輸紀錄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市交通運
輸局獲悉，3 月 4 日午夜，隨着五洲航運的振東 918 駛
離大鏟灣碼頭，又一條駁船投入 「海上供港快線」。
至此，大鏟灣碼頭 「海上快線」定時定點駁船由一天
一班增加至一天兩班，運力增加了 3 倍。當天，大鏟
灣碼頭 「海上快線」還臨時增添一條加班船，全部滿
艙，三條駁船共運送 486 標箱，2472 噸，相當於 247
輛卡車，主要運載包括雞蛋、蔬菜、電子產品、針織
品、麵粉、塑膠製品等生活物資，供港運輸量創下大
鏟灣碼頭 「海上供港快線」開航以來最高紀錄。
2 月 21 日晚 6 時半，大鏟灣碼頭首班供港保障物資
「海上快線」正式啟航，將 13 個裝有 200 噸新鮮蔬
果、雞蛋的 40 英尺集裝箱在 5 個小時後就運抵香港現
代貨箱碼頭。大鏟灣碼頭 「海上供港快線」以供港生
鮮食品為主打，自啟動以來，接近七成生鮮食品均由
大鏟灣駁船快線發往香港。截至 3 月 4 日，大鏟灣碼頭
共運行供港專線 15 個航班，累計運送集裝箱 1326 標
箱，總重量 7304 噸。

引導跨境運輸「陸轉水」
3 月 4 日起，大鏟灣碼頭 「海上供港快線」增至 2 班
定時定點駁船，提升運力至每天 360 標箱，新增的運
力除了保證生鮮物資運量的持續增加，在醫藥類、電
子類、紡織類、冰鮮類等物資方面也將增加供應，全
力保障防疫、生活生產等物資快速、安全到達香港。
為保障供港物資能夠及時運送至香港市民手中，大鏟
灣碼頭設置供港物資跨境運輸專用綠色通道與駁船專
用泊位，優先駁船靠離駁作業，並啟用專用堆場優先
查驗布控的集裝箱，保障蔬果集裝箱 24 小時暢通無
阻。
目前，深圳交通、工信、商務等部門組成的深港跨
境運輸貨源組織專班正進一步收集深圳企業貨源信
息，有序引導企業跨境運輸 「陸轉水」。

團結基金促精簡
土地諮詢程序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土地房屋問題一
直以來都是市民關心的議題，特區政府亦接連推出北
部都會區、明日大嶼等大型發展計劃。智庫團結香港
基金建議，當局應精簡相關程序，如將三輪諮詢變為
一至兩輪、簡化環評等。立法會議員、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表示，本港
的房屋問題 「長時間打結」，政府要勵精圖治，加大
力度為程序拆牆鬆綁，以目標為本的方式去應對。

倡由三輪諮詢減至一兩輪
團結香港基金日前提出建議，希望可以加強政府效
能、行政主導，加快本港的房屋供應。
葉文祺表示，政府應簡化相關諮詢程序，可從三輪
改為兩輪，甚至是一輪。他說現時政府的諮詢程序，
主要分為土地用途檢討、初步發展大綱圖，以及建議
發展大綱圖三部分，需要至少三年或以上。他說可以
簡化公眾參與的階段，並整合不同條例的持份者諮詢
程序；亦可簡化土地刊憲，加寬小型工程的定義，如
包括道路等方面，讓這些工程毋須刊憲；亦可以縮短
環評調查及製作報告的時間，由兩年減至一年，在評
核項目中加入清晰的指標。

有助諮詢程序更易聚焦
葉文祺指出，將諮詢程序簡化，不僅不會造成混
亂，相反可以改善現時的情況，令整個過程更為聚
焦。他說發展計劃的公眾諮詢，只要進行一輪透徹的
程序就可以，在同一框架之下包括各個方面，如道
路、工程等。他說這樣市民都可以受惠，能在過程中
給予更為長遠的意見。黃元山亦指出，諮詢程序應該
要聚焦、有效，達到不會重複、不會架床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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