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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日 22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

获悉，鉴于本港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情，

政府7月22日会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第 599 章）下的最新法例修订及指明刊

宪，实施措施以进一步严控疫情。

最新的法例修订及指明包括修订《预

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公共交通）

规例》（规例名称将修订为《预防及控

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第599I章）

以扩阔须佩戴口罩的地方的范围至公众

地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并就未来 14 天

实施第 599I 章指明室内公众地方、公共

交通总站和转乘处为相关公众地方。

同时，政府就《预防及控制疾病（规

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规例》（第

599H 章）下的指明刊宪，扩阔指明地区

的范围，向在抵港前 14 日内曾到访指定

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到港人士施加关乎保

障公共卫生的条件，以进一步加强防疫。

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鉴于疫

情依然严峻，政府强烈呼吁市民尽量留

在家中，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减少外出

用膳，并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包括私

人聚会，同心抗疫，防止病毒继续在小

区传播。

本港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自本月

初出现急剧变化。在七月十五日至七月

二十一日期间，新增个案中包括 393 宗

于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的个案及 56 宗

输入个案。近期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

案，显示小区有持续的隐形传播链。最

新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显示，自香港出

现疫情以来，现时疫情在小区大规模爆

政府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最新法例修订及指明刊宪
发的风险为最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卫生专家的意

见，2019 冠状病毒病在未有有效疗法及

疫苗前将不会消失，因此政府需要把防

控疫情和管理感染的工作纳入成为社会

日常运作的新常态。就此，政府一直采

取张弛有度的策略，以便在出现无法避

免的小型小区爆发时，迅速调整抗疫措

施。鉴于疫情持续恶化，政府已于七月

十九日公布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其中包

括将第 599I 章下的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

延展到所有室内的公共场所。

发言人表示：「最近短时间内出现

多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是一个重要的

警号，提醒社会大众在防疫抗疫方面不

能松懈。考虑到最新的公共卫生风险评

估，特别是近期个案显示涉及不佩戴口

罩的活动所带来较高的风险，我们认为

现时需要采取更严谨的防疫措施，包括

要求在室内公众地方以及公共交通总站

和转乘处亦须一直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要求

经修订后的《预防及控制疾病（佩

戴口罩）规例》（第 599I 章）将赋权局

长为施行第 599I 章，除公共交通工具及

港铁已付车费区域外，指明任何或所有

公众地方。在指明期间内，任何人在登

上公共交通工具时，或在身处公共交通

工具上时；或在进入或身处港铁已付车

费区域时；或进入或身处指明公众地方

时，须一直佩戴口罩。

局长将刊宪指明所有室内公众地方

本报 7 月日 22 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

获悉，香港海关因应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

于今年一至六月期间在香港国际机场重点

打击利用空运货物及旅客走私毒品的活动，

共侦破四百零九宗毒品案件，检获超过一点

六吨怀疑毒品，市值超过六亿六千万元。图

示部分检获的怀疑氯胺酮收藏在工艺品内。

香港海关因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

于今年一至六月期间在香港国际机场重点

打击利用空运货物及旅客走私毒品的活动，

共侦破四百零九宗毒品案件，检获超过一

点六吨怀疑毒品，市值超过六亿六千万元。

毒品截获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检获量的百分之

十八，并打破过往十年来以上半年计的纪录。

其间破获毒品案件宗数、检获毒品

数量及市值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百分之

三十五、一点一五倍及一点七倍，升幅相

当显着。检获的主要毒品种类依次为可卡

因（二百六十八公斤）、冰毒（二百零三

公斤）、氯胺酮（二百零三公斤）及大麻

类（一百二十六公斤）。

在客运方面，海关今年上半年破获

三十六宗毒品案件，检获市值约一亿

一千万元的一百三十一公斤怀疑毒品，

检获数量超过去年上半年总和百分之

二十一，并达到去年检获量的百分之

五十一，所检获的毒品以可卡因为最多，

有五十五公斤。

于货运方面，海关今年上半年共破获

三百七十三宗毒品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

百分之三十七，当中检获毒品共重一点五

吨，市值约五亿五千万元，较去年同期上

升一点三倍及二点三倍。其间检获数量更

达到去年全年检获量的一点三倍，升幅明

显，所检获的毒品以可卡因为最多，有

香港海关今年上半年在香港国际机场检获逾六亿六千万元毒品

二百一十三公斤。

于货运案件当中，以于快递渠道截

获的案件升幅尤为显着，于一百九十三

宗中共检获市值约二亿九千八百万元的

四百六十八公斤各类型毒品，检获量较去

年同期上升三点六倍。经一般货物渠道的

案件则有三十一宗，检获量为七百九十一

公斤，亦较去年同期上升两倍。至于经

邮递渠道侦破的案件宗数则下跌百分之

二十四至一百四十九宗。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右）7月20日到访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位于北角
海关总部大楼的家居检疫控制中心，了解监察接受家居检疫人士所用的科技方案，
并为参与抗疫的人员打气。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右）7月21日到湾仔街巿向档户派发口罩和消毒搓手液，
提醒他们加强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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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以要求任

何人进入或身处该等公众地方时须一直

佩戴口罩，有关公众地方为：

（一）所有室内公众地方，而当中「室

内」的定义是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

（第 371 章）下的有关定义而界定；

（二）属于《吸烟（公众卫生）（指

明禁止吸烟区）公告》（第 371 章，附

属法例 D）附表所列的、经指定为禁止

吸烟区的公共运输设施的公众地方；及

（三）属于《吸烟（公众卫生）条例》

（第 371 章）附表 2 第 21 项所列的、经

指定为禁止吸烟区的巴士转乘处和毗连

的设施的公众地方。

有关指明将由明日（七月二十三日）

起生效，为期 14 天至二○二○年八月五

日。获授权人员可拒绝未有按规定佩戴

口罩的人士登上该交通工具或进入该区

域，亦可要求该人佩戴口罩及离开该交

通工具或该区域。任何人未有按规定佩

戴口罩或违反上述条文即属犯罪，最高

可处第二级罚款（5,000 元）。此外，获

授权公职人员可向未有按规定佩戴口罩

的人士发出罚款通知书，相关人士可藉

缴付定额罚款 $2,000，解除因该罪行而

须负的法律责任。

  

就高风险地区到港人士实施条件

政府早前订立第 599H 章，就从高风

险地区到港人士实施条件，以减低他们

为香港带来的卫生风险。局长已在较早

时候刊宪指明新措施适用于七个指明地

区（即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国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

宾及南非），生效日期为七月二十五日。

经最新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以及疫情

的变化和发展，局长会刊宪维持已实施

的条件，并将哈萨克斯坦及美国加入指

明地区，生效日期为七月二十九日。

根据最新指明，到港人士如在登上

从香港以外地区到达（或即将从香港以

外地区到达）香港的民航飞机（「指明

飞机」）的当日，或在该日之前的14日内，

曾在上述指明地区停留，相关到港人士

必须提供以下文件：

（一）一份由化验所或医疗机构发

出并载有相关到港人士姓名及身份证／

护照号码的、显示以下事宜的中文或英

文函件或证明书：

（a）相关到港人士已接受一项 2019

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而检测样本是在

飞机的预定起飞时间前 72 小时内，取自

相关到港人士的；

（b）对该样本进行的检测是 2019

冠状病毒病核酸测试；及

（c）相关到港人士的 2019 冠状病

毒病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及

（二）由该化验所或医疗机构发出

并载有相关到港人士姓名及身份证／护

照号码的相关化验报告的正本；及

（三）该化验所或医疗机构所在的

地方的政府的有关主管当局发出的一份

中文或英文函件，证明该化验所或医疗

机构获该政府承认或核准；及

（四）相关到港人士在香港酒店预

订房间的中文或英文确认书，其租住期

间为自相关到港人士抵达香港当日起计

的不少于 14 日。

指明飞机的营运人在指明飞机抵达

香港之前，向卫生署提交符合由卫生署

指明格式的文件，以确认每名相关到港

者在办理乘坐该飞机赴香港的登机手续

之前，为登机而出示显示上述证明文件。

如交通工具上有到港人士不符合局

长施加的条件，该交通工具的每一营

运人即属犯罪，最高可处第五级罚款

（50,000 元）及监禁六个月。营运人

如没有遵从提供数据的要求，或明知或

罔顾实情地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或

具误导性的资料，最高可处第五级罚款

（50,000 元）及监禁六个月。

在旅客方面，到港人士如没有遵从

提供数据的要求，或明知或罔顾实情地

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

资料，最高可处第三级罚款（10,000元）

及监禁六个月。

 

延长公共卫生紧急规例的有效期

鉴于本地以及全球疫情依然严峻，

政府有需要继续按张弛有度的策略，考

虑了保障公共卫生、经济影响及社会接

受程度等因素，持续调整抗疫策略。就此，

政府需要维持现有各项公共卫生紧急规

例的法律框架并延长其有效期。

发言人指出，延长有关规例的有效

期，并不代表该等规例下现行施加的限

制会持续不变直至有效期完结，相反有

关法律框架已加入弹性条款，容许政府

视乎疫情发展，收紧或放宽甚至取消个

别限制和条件，以符合张弛有度的策略。

有关修订属技术性质，具体而言各

规例的最新有效期如下：

（一）《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

（第 599C 章）的有效期，由二○二○年

八月七日延至二○二○年九月七日。

（二）《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数

据）规例》（第 599D 章）的有效期，由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延至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

疫规例》（第 599E 章）的有效期，由

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延至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

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第599F章）

的有效期，由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延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巿

组聚集）规例》（第 599G章）的有效期，

由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延至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发言人补充，局长根据第 599F 章及

第 599G 章在七月二十日及七月十三日发

出的指示继续生效至七月二十八日，继

续就餐饮业务实施严格的人数及容量上

的限制和其他感染控制规定，以及关闭

表列处所，并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超过

四人的巿组聚集。

发言人表示：「我们会继续密切留

意疫情发展，不时检讨已实施的相关措

施，以在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后作出适

当调节。」 

海关相信，大量客运航班取消，令国

际贩毒集团转至利用空运货物（包括一般

货物渠道、邮递及快递）途径贩毒。

于机场破获的案件中，海关共拘捕

七十九人，年龄介乎十七岁至七十二岁，

当中包括贩毒集团主脑。

机场科空运货物课监督刘青龙及海关

毒品调查科机场调查课监督李文乐今日（七

月二十二日）在记者会上重申，海关一向

因应毒品市场走势及贩运途径的趋势，根

据风险评估及情报分析，致力打击毒品流

入香港。

毒贩收藏方法层出不穷，今年上半年仍

然录得庞大的检获量，正反映针对性打击贩

毒活动的策略成效显着。部门将继续因应趋

势于疫情期间的改变而作调配及部署。

海关亦将添置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计算

机扫描检查系统，以协助侦缉各类型毒品。

海关提醒市民，为免被利用作非法活

动，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或地址交予他人

以作收取邮件或货物用途，亦不要随便代

他人接收邮包或货物。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

物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

款五百万元及终身监禁。 

本报 7 月日 22 讯 香港政府新闻网报道，食

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行政会议通过在室

内公众地方、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均须一直佩

戴口罩，有关规定明日生效，为期 14 日，至 8 月

5 日止。

陈肇始今日会见传媒时说，近期不少 2019 冠

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涉及不佩戴口罩的活动，带来

风险相当高，当局须采取更严厉防疫措施。

行政长官今早召开特别行政会议，同意修订

第 599I 章《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

当局会刊宪并指明，除在公共交通工具、港铁站外，

任何人进入和身处所有室内公众地方、公共交通

总站和转乘处时亦须一直佩戴口罩。

陈肇始指，新增规定乃针对室内空气相对有

欠流通，人多挤迫，遇上有人不戴口罩难以避开。

户外地方暂不强制佩戴口罩，她表示乃经整体风

险考虑，倘对跑步、远足等实行强制，会有一定

难度。

她说，对于不佩戴口罩或佩戴不正确情况，

执法人员会作出劝谕，对方如仍坚拒即属违法。

自强制于交通工具佩戴口罩规例实施以来，执法

人员曾作 22 次劝告，并发出一张传票。

至于需要提交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可登机到

港的高风险地区名单，会加入美国和哈萨克斯坦。

凡抵港前 14 日内曾到有关地区的人士，必须提供

飞机预定起飞时间 72 小时内取得的核酸检测结

果，并出示在香港酒店预订抵港当日起计最少 14

日房间的中文或英文确认书，才可登机。措施 7

月 29 日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早前，需要出示有关证明才可登机到港的高

风险地区为孟加拉国国国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

此外，涉及公共卫生紧急规例有效期予以延

长。其中，香港法例第 599C 章《若干到港人士

强制检疫规例》延长至9月7日。至于第599D章《预

防及控制疾病（披露数据）规例》、第599E章 《外

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第 599F 章《预

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

例》、第599G章《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

规例》，有效期则延长至 12 月 31 日。

陈肇始强调，此举只是延长有关法律规架的

有效期，当局会因应疫情，配合张弛有度的整体

策略作出调节。 

她又说，香港疫情处于最严峻时刻，市民应

尽量留在家中，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减少在外用膳。

在此关键时刻，除了政府防疫抗疫工作外，全体

市民应同心抗疫，保持自律、忍耐，配合佩戴口

罩等强制措施，注重个人和环境卫生。

被问到会否考虑「禁足令」，陈肇始表示，

确诊数字如无下降趋势，当局或须进一步收紧社

交距离措施，但会考虑市民日常所需、外国实施

相关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