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联社香港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曾维新）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中联社

12 月 29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为了让市民生活继续有序复常，因应疫情

发展及经卫生署考虑过相关风险后，政府昨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由明日（十二

月二十九日）起进一步调整本地防疫抗疫措施，包括撤销界定密切接触者及发出检

疫令、撤销「疫苗通行证」要求、撤销佩戴口罩以外的社交距离措施、调整检测安排，

以及维持本地医疗服务。

由明日凌晨零时起生效的调整包括：

撤销界定密切接触者及发出检疫令

香港经历过去三年的疫情，随着疫苗接种率大幅提升，以及第五波疫情令整体

社会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已达甚高水平，加上医疗系统防治能力提升，新冠病毒

对本地公共卫生的风险已有所改变。

大量小区感染个案不仅令界定密切接触者变得困难，检疫令亦大大增加防疫社

会成本。为进一步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动，让市民生活复常，政府决定撤销密切接触

者（包括确诊者同住人士）的检疫安排和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以及撤销向他们发

出检疫令的做法。换言之，确诊者的同住人士日后无须接受强制的检疫和检测，可

以自由外出，而卫生署亦会发出相关健康措施建议，以减低感染传播风险，当中包

括自愿每天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快测）直至第五天（以同住确诊者接受检测或接收

阳性样本翌日为第一天；如无接受检测或接收样本纪录，则以同住确诊者收到阳性

检测结果通知当日为第一天），并自行监察健康状况。

同时，卫生主任会撤销早前已发出的检疫令。换言之，正在住所或检疫设施进

行检疫的人士由明日起将无须继续检疫。政府会安排身处检疫设施的人士有序离开，

并就相关撤销安排的公告刊宪。

因应上述调整，由明日起，政府会停止向密切接触者派发抗疫物资包，亦不再

特别公布高层官员及其办公室人员的感染情况。

政府发言人强调，现时确诊者的隔离安排暂时维持不变，政府会继续向确诊者

派发抗疫物资包。政府会密切监察本地疫情发展，并视乎世界各地对感染新冠病毒

人士（尤其是没有病征的确诊者）隔离安排的最新发展，适时调整香港的相关措施。

撤销「疫苗通行证」要求

「疫苗通行证」自推出以来，有效鼓励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并成功提升疫苗接种

率。第二剂及第三剂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由今年二月底时分别 71% 及 23%，大幅提升

至现时的 93% 及 83%，为香港建立了稳固的免疫屏障。考虑到现时本港已接种三剂

疫苗，以及等同接种三剂的有效接种率已达 94%，政府会撤销透过《预防及控制疾

病（疫苗通行证）规例》（第 599L 章）实施的法定「疫苗通行证」要求，包括现

时适用于抵港人士的「临时疫苗通行证」安排。

发言人强调，新冠疫苗对预防感染后出现重症和死亡均高度有效。政府会继续

鼓励及便利尚未接种适当剂量的人士（尤其「一老一幼」等高风险人士），尽快接

种新冠疫苗。

撤销佩戴口罩以外的社交距离措施

在保障公众健康的大前提下，政府一直致力平衡社会及经济需要，适度调整各

项社交距离措施，以期让市民生活有序复常。

考虑到最新疫情发展，以及市民大众对日常生活复常的期望，政府明日起会撤销佩戴口

罩以外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在《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第

599F 章）下对餐饮业务处所及表列处所营运的限制及规定（例如每组人数的上限、组与组之间

的距离要求、关闭例如蒸汽浴和桑拿设施等设施的要求、处所员工进行快测的要求等），以及《预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规例》（第 599G 章）下就在公众地方进行�组聚集作出的限制。

但现阶段，政府会维持《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第 599I 章）下强制佩戴口

罩的要求，即市民在身处公共交通工具、指明公众地方及第599F章下餐饮业务处所和表列处所时，

须继续按现行要求佩戴口罩。任何人如身处《郊野公园条例》（第 208 章）第 2 条所界定的郊野

公园及特别地区内的户外公众地方，则可以继续按现行规定不用佩戴口罩。适用于餐饮业务处所

及表列处所佩戴口罩的要求载列于附件。政府会不时检视有关规定，并适时公布最新的调整安排。

佩戴口罩是预防各种呼吸道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可以同时保护佩戴者和其他人。香港正

值冬季流感期，避免市民因新冠病毒和流感双重感染而引发严重病症更尤为重要，佩戴口罩亦有

助保障本港医疗系统。

优化检测安排　保护重点人群

政府会继续致力保护重点人群，除了公立医院病人外，也会特别保护在院舍和学校的人士，

减低病毒传播对他们的健康风险。

在院舍方面，各项现行的检测安排会继续维持，当中包括所有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

须维持每天进行快测，并每两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保障院舍院友。

教育局亦会审视学校方面的疫苗接种情况，检视和调整进行快测的安排，并与学校商讨及

征询卫生防护中心的意见。

政府会全面停止每天就住宅楼宇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但全港各区 80 多个小区检测中心和检

测站会继续为�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包括为「愿检尽检」的市民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务；以及

为需要取得检测结果的市民（如出行外游所需证明）提供收费核酸检测服务。

维持本地医疗服务

政府会致力保障本地医疗系统及资源，确保有需要的香港居民可以优先得到医疗服务及药

物。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会继续强化紧急应变系统及医疗系统，确保资源有效运用及提升应对

能力，并优先为「符合资格人士」确诊者提供医疗服务及药物。

由明日起，「非符合资格人士」（如非香港居民及旅客等）将不能使用医管局指定诊所及

遥距诊症服务。虽然医管局仍然会为确实有紧急需要的非符合资格病人提供紧急治疗服务，惟非

符合资格的病人须按照宪报刊载的收费，缴付按成本计算而比符合资格人士为高的治疗费用，若

在治疗过程中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如帕克斯洛维德 Paxlovid 及莫纳皮拉韦 Molnupiravir），

他们亦须支付有关药物的费用。

私家医院和诊所早前已经可透过卫生署及医管局分配新冠口服药物。政府呼吁私家医院和

诊所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减轻公共医疗系统负荷。此外，私营医疗机构可直接向有关药厂订购

两款新冠口服药物，非符合资格的新冠确诊病人应直接在私营医疗机构获取治疗及处方有关药物。

发言人强调，公共医疗系统就新冠病人需要的药物（包括含「扑热息痛」成分药物及上述

新冠口服药物等）备存量充足。卫生署及医管局亦正加大采购量并会理顺派药安排，以确保有充

足医疗资源应付本地需要。

疫苗方面，政府的一贯政策目标是确保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下有足够疫苗供应。复必泰二

价疫苗和儿童及幼儿配方疫苗只会优先免费提供予香港居民接种。复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和科兴

疫苗方面，亦只有当非香港居民能够证明符合指定逗留要求（即最少逗留 30 日）方可合资格接

种这些疫苗作加强剂之用。

此外，非香港居民可望于短期内自费到私营医疗机构接种复必泰二价疫苗。非香港居民来

港接种疫苗属私营市场行为，与政府采购不同，是两个独立系统。政府会密切监察政府疫苗接种

计划下的疫苗供应情况，确保香港居民的疫苗接种不受影响，亦不容许短暂来港的非香港居民于

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下接种免费疫苗。

持续监察病毒形势

政府坚持公共卫生防控，密切监察本地疫情发展，包括维持污水监测，在各区采集污水样

本进行冠状病毒检测；抽验公立医院接收的个案，以及小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的阳性样本，以按

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持续监察新冠病毒变异及疫情发展，包括有否出现「需要关注的变异病

毒株」。

发言人表示：「特区坚持放宽但不放弃防疫抗疫。政府一直以科学为本、精准抗疫、风险可控、

便民利民的精神应对新冠疫情，在保障�民健康及保护公共医疗系统的同时，务求尽量减低对社

会正常活动的影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新冠病毒变异及疫情发

展，按照科学数据分析，及时调整抗疫措施。」

香港文物探知馆举办「金沙之光──古蜀文明展」

卫生署新界（沙田）法医学大楼正式落成

政府开展「各界携手，全港灭鼠行动」

本报香港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李峰）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香港文物探知馆明日

（十二月三十日）起举办「金沙之光──古蜀

文明展」，展出 70 多件由四川省成都金沙和广

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国家文物，揭示 4 000

年前古蜀的高度文明。

「金沙之光——古蜀文明展」是发展局与

国家文物局上月签订《关于深化文化遗产领域

交流与合作的框架协议书》后首项展览。

二○○一年发现的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

后，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另一个政治、经

济与文化中心，属重大考古发现。遗址位于成都

市区西北，面积逾五平方公里，已发现多处重要

遗存，出土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包括以象牙、金、

铜和玉石制成的祭祀器物和生活用具。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逾 200 件，是目前夏商

时期考古遗址中发现数量与种类最多的一个，

是次展出的出土金器包括两件国家一级文物：

金人面像和蛙形金箔。展览亦会展出金沙遗址

中最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金箔饰的

复制品，介绍古蜀精湛的黄金工艺。

展览还特意挑选七件香港考古文物与四川

的出土文物作比对，包括石钺、石戈、石环和

石牙璋。两地文物的相似之处显示中原地区的

礼器曾向成都平原和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流播，

本报香港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李峰）香

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位于沙田下城门道 7 号

的卫生署新界（沙田）法医学大楼今日（十二

月二十九日）正式落成及启用，该大楼为重置

后的富山公众殓房，遗体储存容量增加至830具，

以应付日渐增加的服务需求及提升殓房的营运

质素和卫生标准。

卫生署今日为法医学大楼举行落成及开幕

典礼，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副部长陈泽

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教授和卫生署署长

林文健医生主持仪式。

大楼为卫生署辖下法医服务的专门设施。

大楼取名为「法医学大楼」，突显它并非只提

供公众殓房的功能，更是一所结合多功能的现

代化法医病理学设施。新界（沙田）法医学大

楼楼高七层，提供符合传染病控制、职业安全

和健康标准的设备和设施。大楼内设有各种法

医病理学设施，包括冷藏室、冷冻库、剖验套

间及化验室等，更是全港首次在公众殓房设有

计算机扫描室，让法医病理科医生有更多途径

了解遗体状况和进行深入病理学研究。

大楼亦为离世者家属提供更多合适空间和更

宽敞的环境，并设有三间室内遗体告别室，提供

安静和私隐度高的环境，供家属举行简单送别仪

式。同时，大楼也会用作执法人员的培训地点，

供进行刑事侦查和罪案现场调查培训之用。

中联社香港 12月 29 日电（记者  曾维新）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政府昨日（十二月

二十八日）开展「各界携手，全港灭鼠行动」（「各

界灭鼠行动」）。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副局长黄淑娴、

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副署长（环境卫生）

姚继卓、房屋署副署长（屋�管理）杨耀辉及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副署长（康乐事务）

李碧茜等今日到访黄大仙区大成街街市，实地

视察食环署人员和贩商采取的强化防治鼠患措

施，并正式启动「各界灭鼠行动」。

谢展寰表示：「为更好地凝聚政府内外不

同界别的力量参与灭鼠工作，政府在今天开展

『各界灭鼠行动』。」

「『各界灭鼠行动』最重要的一点，是鼓

励社会各界和市民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加强

灭鼠工作。」

食环署副署长、房屋署副署长及康文署副

署长其后简介三个部门在「各界灭鼠行动」下

将采取的强化灭鼠措施。其中食环署将继续从

多方面着手，监察、预防和控制鼠患，包括与

「各界灭鼠行动」同步进行「岁晚清洁大行动」，

提升各区环境卫生水平；持续在鼠患黑点及辖

下处所进行灭鼠工作；更广泛使用新技术和工

具；并向相关部门及持份者推广已发放的防治

鼠患指引和管理守则等。

至于房屋署及康文署，则会按照食环署的

指引及管理守则，为辖下处所（例如公共屋邨、

展现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

有关国家文物到港和展览筹备过程，可观

看古物古迹办事处（古迹办）制作的短片。

展览于尖沙咀海防道九龙公园香港文物探

除功能性外，大楼亦采用现代化与美学兼

备的外观设计，以改变市民过往对公众殓房的印

象。为配合附近环境，并减低可能造成的景观影

响，大楼的工程也同时美化和绿化周边环境。

现时，三间隶属卫生署的公众殓房，包括

富山公众殓房、葵涌公众殓房和域多利亚公众殓

房，是法医科专门设施，负责为须按《死因裁判

官条例》向死因裁判官作出呈报的死亡个案的遗

体进行法医学检验。公众殓房的主要工作包括全

公园及休憩用地等）制订具针对性的防鼠灭鼠策

略措拖，以提升灭鼠成效。

在展开「各界灭鼠行动」前，环境及生态

局已约见多个界别的持份者，包括灭虫业界、物

业管理业界、街市及贩商组织、食物业界、建

筑业界等，向他们介绍「各界灭鼠行动」，并

争取他们支持，在不同范畴堵截老鼠的食、住、

行基本生存条件。

谢展寰说：「我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和支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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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馆举行，展期至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免费入场。

详情请浏览古迹办网页（www.amo.gov.hk/

tc/news/index_id_128.html?year=2022） 或

致电 2208 4488 查询。 

日二十四小时接收遗体，并进行所需的死因裁

判程序，包括会见遗体的家属，为遗体进行表

面检验，办理辨认遗体手续，为遗体进行法医

学解剖和相关检验，以及办理家属领回遗体的

程序和手续。

在新界（沙田）法医学大楼启用后，现时

的富山公众殓房将于一月七日起停止运作。此

外，政府正筹划重置坚尼地城域多利亚公众殓

房，以应付日渐增加的需求。

界灭鼠行动』，共同为香港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食环署会继续为业界和市民提供支持，包括发

放相关的灭鼠指引和信息，并为个别业界提供

意见。」

为配合「各界灭鼠行动」，环境及生态局

将由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设立「各界灭鼠行动」

专题网页，透过陆续更新内容，让市民大众得

悉相关政府部门及持份者作出的努力及掌握防

治鼠患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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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物探知馆明日（十二月三十日）起举办「金沙之光──古蜀文明展」。图示（左起）古物古
迹办事处总文物主任萧丽娟、成都市文物局革命文物处处长樊芯妤、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
四川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陈益蛟、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彰德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
朱章义主持开幕仪式。

位于沙田下城门道7号的卫生署新界（沙田）法医学大楼今日（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落成及启用，
卫生署今日为大楼举行落成及开幕典礼。图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左五）、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副部长陈泽涛（右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教授（右四）和卫
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生（右二）主持仪式。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昨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访黄大仙区大成街街市，向传媒介绍「各界携手，
全港灭鼠行动」，并视察在街市实施的灭鼠工作。图示谢展寰（左）向街市商贩了解街市的卫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