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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和民政事

务局局长徐英伟 9 月 2 日下午会见传媒

的谈话内容：

记者：第一条问题想问关于健身中

心，之前户外做运动可以不戴口罩，但

这次健身中心放宽后，为甚么做运动都

要戴口罩呢？见到健身中心和桌球方面

都是容许四个人，但其他处所都继续要

两个人，是根据甚么标准呢？而亦有些

专家，例如许树昌，都觉得限聚令可以

放宽至四个人，有没有觉得为甚么现在

放宽处所但没有放宽限聚令呢？甚么情

况下会打算放宽限聚令？第三，就是想

问检测中心方面，现在有多少人预约了，

但没有去到？以及过了一天，有多少宗

初步确诊个案呢？因为知道卫生署都要

复检，但华大给的数字，验到初步确诊

有多少宗呢？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我或者首先解

答一些问题，然后请徐英伟局长接着都

可以补充一下健身中心的问题。我们今

次在餐饮方面增加多一小时，因为这方

面我们都听到很多市民的声音，例如说

吃饭好像很赶，业界亦都有同一的意见，

所以我们评估后觉得，第一，都可以这

样做。第二，大家留意到，我们希望市

民的身心健康能够保持，因为抗疫大半

年，大家都很累，所以大家留意到我们

不论在上星期以至今次，其实我们都有

恢复一些体育活动，因为我们觉得这些

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甚至精神健康是有

所帮助，亦都听到市民有这方面的诉求，

所以我们放宽的一些运动或在一些健身

中心，这些都是尽量，第一不脱口罩，

第二大家的接触尽量是少的，所以人数

是有所限制。

至于限聚令，在现阶段我们在食肆

仍然是二人。我们多次说过，虽然一方

面希望在新常态下可以有序、逐步地放

宽，但同一时间如果我们放宽很多不同

东西的话，整体人流、整体的感染风险

都会增加，所以在一个平衡下，限聚令

仍然维持二人。

第三，你问到我们昨天在普及小区

检测的经验，发觉预约了而有出现的，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和民政事务局局长会见传媒
超过九成，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有去。昨

天去采样的有 12 万多人，数量非常大。

如果与我们过往相比，现时每天检测量

是很大，现在我们都未有任何数字。如

果有呈阳性样本，需要给卫生署公共卫

生化验服务处进行复检，在现阶段，我

们未有数字。

民政事务局局长：多谢陈局长。关

于健身中心的问题，过去如果大家有留

意到，政府不同政策局曾与不同业界接

触。在过程当中，刚才陈局长亦提到，

我们体会到市民对（重开）做运动的地

方及对做运动的诉求很大。同一时间，

我们亦需要平衡如何容许市民参与这些

活动的同时，亦可以确保将交叉感染的

风险降至最低。如果大家留意到，确诊

个案在过去数星期虽然不断下降，但亦

需要提醒市民有一个数字是值得关注，

就是那些没有源头的确诊个案。这亦正

正体现到为何我们希望借助今次的普及

小区检测能够找出隐形患者，切断传播

链。我之前曾与业界沟通，他们亦同意，

在他们的运作模式下，可以有方法容许

他们继续营运和容许市民可以做运动，

同一时间又不用一刀切，因为如果一刀

切的话，全部就不能开放。我们跟业界

沟通时，他们建议采用之前我们开放（运

动场地）的建议，例如测体温、保持社

交距离的措施，即每一部的运动机器需

要保持 1.5 米的距离。同一时间，我们

亦知道他们可以就一些非带氧而强烈的

运动或活动，例如瑜伽或肌肉锻炼。在

这个情况下，与其一刀切完全不让他们

开放，我们跟业界沟通后，大家都同意

可以循序渐进，采取一些比较安全的措

施，容许他们可以局部开放。当然，若

数字继续平稳，如我刚才提到，业界亦

十分关注小区的隐形患者，所以我之前

跟他们接触时，他们亦提到如何可以进

一步降低有关数字。我们之前以数条腿

方式去做，包括加强聚焦群组的测试，

而普及小区检测正正希望将隐形患者的

数字继续降低。否则，其实这些处所的

营运者亦有向我们反映，他们担心传播

链未能切断的话，他们亦无法继续营运

下去。在多管齐下的情况下，我们因而

【本报讯】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卫生署卫

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九月二日零时零分，中心正

调查八宗新增 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至今本

港个案累计 4831 宗（包括 4830 宗确诊个案和一宗

疑似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跟进确诊个案的流行病学

调查及接触者追踪的工作。就个案详情及接触者追

踪数据，请参阅附件或「2019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www.coronavirus.gov.hk）上的「过去 14 天

内曾有确诊 2019 冠状病毒病个案的大厦名单」和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本地最新情况」。

有鉴近日疫情严峻，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尽

量减少外出、社交接触及外出用膳，如需外出应佩

戴外科口罩及时刻注意手部卫生。有见近日多宗个

案涉及长者，中心强烈呼吁长者应尽量留在家中，

避免外出，并考虑透过亲友协助处理购物等日常生

活所需。

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鉴于全球各地的疫

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

烈呼吁市民应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

「中心亦强烈呼吁市民，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

【本报讯】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

香港海关昨日（9 月 1 日）就一宗供货

商向政府物流服务署（物流署）供应怀

疑附有虚假产地来源标示外科口罩的案

件展开行动，涉案一名供货商及一间运

输公司的董事因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

例》被捕。根据物流署资料，涉案口罩

有三千二百万个，目前全部在物流署库

存，未有分发给任何政府部门使用。海

卫生，对预防个人受感染和防止病毒在小区扩散至

为关键。个人层面上，市民应在出现呼吸道感染病

征、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挤迫的地方逗留时佩戴

外科口罩，并必须时刻保持双手清洁，尤其在触摸

口、鼻或眼之前。」

「在家居环境卫生方面，市民应妥善保养排水

渠管和定期把清水注入排水口（U 型隔气口）；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时应盖好；如厕时亦

要注重卫生，先将厕板盖上才冲厕水，以免散

播病菌。」

政府已推出「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www.coronavirus.gov.hk）发布与疫情相关

的各项最新消息及健康建议，以助市民掌握最新信

息。槃民亦可透过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设立的

「2019 冠状病毒病」WhatsApp 热线获取信息。他

们只需将热线号码 9617 1823 存入电话通讯簿，又

或直接点击wa.me/85296171823?text=hi，便可以

透过 WhatsApp 了解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居安

抗疫」流动应用程序及手环相关的信息。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必须时刻保

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包括：

关会与物流署紧密联系，检取涉案口罩

作进一步调查。

物流署早前向案中本地贸易供货商

采购案中外科口罩，供货商声称向署方

所供应的口罩产地为日本。然而，该署

其后怀疑口罩并非全数来自日本，遂于

八月三十一日向海关举报。

海关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涉案外科

口罩由一间本地贸易商经一间运输公司

香港海关调查一宗涉嫌向物流署供应附有虚假商品说明外科口罩案件

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新增八宗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左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右四）9月3日
代表特区政府欢迎第三批内地核酸检测支持队成员抵港，在欢迎仪式上与支持
队成员代表和嘉宾合照。（香港政府新闻网）

图 闻  国家支持 

有此建议并容许他开放，但大家留意到，

我们这次的要求是比较严谨及相对数个月

前开放这些处所时为高，但我们期望康文

署的一些室内场所，可以在我们完成普及

小区检测后，或许在九月中，视乎届时的

小区疫情的情况和确诊数字，我们可以逐

步开放更加多处所让市民使用。

记者：首先想问有关堂食安排，延

长至晚上十时是根据甚么科学理据？如果

时间短反而引起人流聚集的问题，之前延

长至九时都有这个问题，其背后考虑的理

据和根据为何，何不索性放宽？第二是政

府有否考虑或商讨调整限聚令的人数？其

他措施政府也有调整，为何限聚令的人数

则没有改动？最后是有关检测的问题。现

时只有约一成香港市民做检测，局长之前

说检测可以让你们掌握整体形势，假如最

后检测人数仍然不多，是否还能掌握整

体形势，还有没有帮助？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多谢你的问题。

第一，刚才我已说明，我们是逐步、有

系统、有序地放宽，所以整体上我们觉

得人数上，虽然疫情慢慢回落，但是否

完全稳定？因为仍有源头不明的个案，

所以我们仍然要非常小心。现阶段从人

数角度看，我们觉得暂时是两人，无论

是吃饭或限聚令，我们觉得现阶段仍是

两人较合适。当然下一阶段会否再放宽，

我们一定会看看整体的情况，和普及小

区检测测出来的结果。这些我们都要再

考虑，延长至十时是稍微延长的时间以

响应市民和业界诉求。当然我们明白业

界希望我们放宽更多人，但现阶段我们

觉得未有条件将每枱人数放宽。

至于普及小区检测方面，我们现有

的数字，在十二时前预约的数字是 74 万

5 千。昨天我们看到第一天的整体情况

顺利，市民亦觉得方便快捷，对于他们

对检测一向可能有不清楚和谬误的地方，

我们都一并澄清了。如果市民有其他问

题，我们会去解决。至于人数，我们多

次重申，第一这是一个自愿检测。第二

是如果希望更有效地了解小区中确诊情

况和整体感染情况，以尽快能将他们找

出来隔离和将其紧密接触者作检疫，我

们当然希望越多人参与越好，亦了解身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挤迫的地方逗留时

应佩戴外科口罩。正确佩戴口罩十分重要，包括

在佩戴口罩前及脱下口罩后保持手部卫生；

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尤其在触摸口、鼻或眼

之前；触摸扶手或门把等公共设施后；或当手被

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时，如咳嗽或打喷嚏后；

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和定期（约每星期一次）

把约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 型隔气

口），以确保环境卫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时应盖好；

如厕时亦要注重卫生，先将厕板盖上才冲厕

水，以免散播病菌；

洗手时应以枧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

20 秒，用水过清并用抹手纸弄干。如没有洗手设

施，或双手没有明显污垢时，使用含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洁净双手亦为有效方法；

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纸巾掩盖口鼻，把用过

的纸巾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然后彻底清洁双手；

当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不应

上班或上学，避免前往人多挤迫的地方，及尽早

向医生求诊。 

供应予物流署。该款口罩以纸盒或胶袋

包装，每盒／包有五十片，包装上附有

一家日本制造商的资料，标示的原产地

为日本。初步调查发现，涉案外科口罩

大部分并非在日本生产，与声称不符。

海关人员遂于昨日展开行动，分别

搜查涉案贸易公司位于长沙湾及葵涌的

两个办工地点，并拘捕了该公司的一名

三十九岁男董事。调查发现，涉案贸易

边有朋友、家人于昨天听到已接受检测

人士分享的整体经验，会令其他市民更

有信心预约去检测。

记者：首先想问数个问题。足球和

篮球场为何不在今次放宽的范围内？因

为今次放槃的处所中都包括较多紧密接

触的活动，例如游艇、龙舟，其实距离

都比较近，加上坊间都有不少诉求，为

何篮球和足球场不会开放？本港的联赛

为何没有放槃的措施？因为就算在欧洲

一些疫情较严重的地方，他们的联赛仍

可继续，为何香港的联赛不行？另外，

今次食肆堂食放宽至晚上十时，安排和

放宽至十一时、十二时的分别有多大？

是根据甚么作出判断？最后想问徐局长

有关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契约已经到期，

高尔夫球场在表列处所中，市民能否去？

因为牌照已经到期，开放高尔夫球场是

否指市民可以去？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为何食肆堂食

放宽至晚上十时而不是十一时？当我们

讲九时的时候都有人问我为何不是十时、

十一时。我多次重申，第一，这是一个

平衡，一方面我们听到市民的声音，由

于大家都迟下班，可能觉得吃饭有点赶，

所以我们稍为作少许放宽，以响应一些

市民的诉求。但再长的时间，因为吃饭

时我们不戴口罩，虽然我们希望吃饭后

大家聊天时戴回口罩，但始终时间越长

的话，感染风险越大，所以我们尽量在

各方面，如刚才所述，在平衡的情况下

做到有条件开放，或时间上有所限制，

人数上有所限制，感染措施方面要加强。

因此，在这些大前提下，才能让我们在

这新常态下可以逐步有序地开放。

民政事务局局长：首先响应关于一

些身体接触比较多的运动。其实过去几

次（重开表列处所），若大家留意，我

们在开放的流程当中，一些身体接触比

较多，例如篮球，足球，甚至壁球（的

处所）都未可以重开。先响应你这个问题。

另外关于足总，其实我们本身过去

都跟他们紧密联系，跟业界我亦有亲自

跟他们见面。简单而言，我同意，因为

我都有留意外国有很多例子，他们会有

一些体育气泡，让他们可以慢慢继续有

比赛安排。其实足总都有提及过这方面

的细节给我们，我们在一、两星期前，

其实我都好主动想问他们是否可以这样

做。因为我想可以带出一个市面的希望，

很多时你看到一些体育运动，好像在一

个安全有序，亦能避免他们受感染的情

况下，都可以开始（放宽）得到，其实

是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们已经提交一个初步建议，

我们正在审视。简单而言，我们应该会

容许个别有几队，在类似气泡的形式先

练习。因为若大家有跟进体育消息都知

道，有些赛事他们希望可以继续比赛，

甚至有些关于其他的赛事，他们希望可

以在复赛后参加。所以我们跟他们紧密

联系当中，有详细资料我们稍后会公布。

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现时可

以继续打，但因为疫情下，有些文件

程序上时间长了，给了他们一个短期

extend（宽限期）。你问题说是否可以

在那里打球，现在是可以的。

记者：（关于足球场…）

民政事务局局长：正如我刚才所讲，

一些水上活动，例如滑浪风帆、单人、

双人 rowing，其实都有一个卫生要求给

他们。若大家有打篮球、踢足球、玩壁球，

你都知道身体接触风险上相对比较高，所

以在这阶段我们未能开放。但你看得到，

我们的方向是希望可以有序、循序渐进慢

慢开放，亦希望在接下来数字更加平稳…

刚才我都有说过，我另一个担心就是小区

的隐形患者比较多，当这些数目都开始再

下降多一点时，我们都要平衡我们卫生安

全的要求，如何降低小区感染的风险。有

了这些条件时，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可以逐步开放其他处所。

记者：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相对上

较易追纵密切接触者和进行防疫措施，

为何今次放宽的表列处所并不包括他

们？是否因为这些业界较少发声，所以

不被放宽？第二，食肆堂食放宽至晚上

十时，如你刚才所述，是有系统地放槃

和听到很多声音。换句话说，是否没有

一个科学根据？用坊间说法，是否和病

毒谈好协议于十时前不会出现？另外，

刚才问到（普及小区检测计划）的数字

仍然未有，但早前华升诊断中心说过一

天内可以处理 30 万个测试，是否华升方

面仍未能向政府提供数字，是甚么原因

仍然未能提供数字？最后是早前尚德小

区会堂有检测人员将手套随便地弃置在

普通垃圾袋内，有拾荒者翻寻这些垃圾，

你如何看这件事？是否训练不足？有没

有指引？担心这会引起小区污染风险？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以张弛有度为策略，

在疫情整体稳定和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有

条件逐步地有序放宽。虽然有部分人觉

得所走的一步很小，但我们一定要小心，

仍然要谨慎，因为在小区仍然有隐形患

者和传播链，每一日大家都看到在下午

四时半卫生防护中心的报告仍然有这些

情况，所以为了平衡市民的正常生活，

以至疫情整体反弹风险，我们这一步是

小步的，亦不构成毒病何时出现、何时不

出现，而是整体在放宽的大前提下，我们

要有序和在时间上，尤其是脱下口罩的活

动，将其时间减少、风险减低，所以在人数、

感染控制措施上，尤其在食肆，较早前专

家都有提醒我们，要看看他们可以做到甚

么。今次亦知道有不同食肆可以分开「执

枱员」和传菜员，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感

染控制措施。如果每一个处所能够做到这

些措施，达至一个有条件放宽的情况，当

然我们一定会因应当时情况适度地放槃。

未来我们希望在完成普及小区检测后，

更加清楚社会整体感染情况，将一些隐

形患者隔离，或将紧密接触者作检疫，

这会令我们更有条件地考虑下一步放宽

至甚么阶段。

至于（普及小区检测计划）的数字，

我们昨天有 12 万 6 千多人去采样，这些

样本都被安全地运往实验室检测。大家

都知道该数目很大，所以现阶段我们未

有数字去知道有多少确诊个案。当然，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初步确诊则需要卫生

防护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所复检，才能公

布成为一个确诊个案，整个过程都是非

常小心和谨慎。不同的检测都是这样做，

包括病理学的检测、特定群组的检测和

普及小区检测。如果我们有最新数据会

向大家公布。谢谢。

公司与一间运输公司共同占用上述位于

葵涌的办工地点，海关人员昨日亦于该处

拘捕了运输公司的一名四十七岁女董事，

两人现正保释候查。行动中，海关共检取

了四部计算机作进一步调查。

此外，海关亦已安排涉案口罩样本送

交化验所作菌落总数安全测试。

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

被捕。

海关自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开展代

号「守护者」的全港性防疫产品巡查执

法行动，至今出动超过五千八百人人次，

巡查零售点超过三万七千间次，并就十三

宗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及十三宗怀

疑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案件进行调查。

行动至今共拘捕六十九人，检获怀疑违规

货品，包括近三百七十二万五千个外科口

罩、三百零六支消毒酒精以及二十三支生

理盐水。

「守护者」行动将会持续进行，海关

会继续高调执法，配合外展合规推广计

划，打击及防止违反相关条例的行为。

市民可致电二十四小时热线 2545 

6182 或透过专用举报罪案电邮账户

（crimereport@customs.gov.hk）向举

报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或《消费品

安全条例》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