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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會預計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不斷。即使香港經
歷過2003年沙士一疫，當我們在2020年1月錄得首宗2019冠
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時，也肯定沒想過疫情會這樣發展下去。過
去21個月以來，政府和香港市民並肩作戰，迎難而上。政府
堅定推行防疫抗疫工作，時刻保持警覺，市民亦嚴格遵守個
人衞生措施。正因如此，香港能夠抵禦四波疫情爆發，並自
2021年5月開始將疫情控制下來。本港確診個案總數僅略高於
12	000宗，而確診比率每百萬人只有約1	600宗，均屬先進經
濟體中最低。香港是高密度城市，在維持有限度跨境和海外往
來的情況下，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仍能有此成績，實在值得每
名香港市民感到自豪。

這次疫症肆虐全球，為政府和科學家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
進行檢測和追蹤接觸者，以至疫苗接種和治療，各地政府都不
斷與時間競賽，致力提升各方面的能力，而其間各個界別的專
業人士和義務工作者亦作出不少貢獻。要戰勝一場全球大流行
的疫情，所有措施須以科學和實證為本，並得到國家、區域以
至本地人民的戮力支持。處理疫情決不能政治掛帥。

香港擁有健全的公共衞生監察系統及醫院服務，所有染疫病人
均獲送院接受護理和治療，而政府亦以小區或樓宇為單位進行
全面檢測，務求及早找到可能受感染的個案。為確保我們的城
巿安全，讓巿民可維持正常生活，例如學生可重返校園上課，
我們有必要繼續實施邊境管制和社交距離措施。在此，我們衷
心感謝全港市民的諒解和支持。

從理念到實踐



Image圖

本港經濟飽受疫情重創。過去兩年，政府藉連續兩份《財政預
算案》及1,69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大規模的紓困措施。
我們欣喜見到本港經濟自2021年第一季開始反彈，並會繼續推
出適當的政策措施重振經濟。

在此困難時期，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對香港關懷備至，不但提
供醫療用品和協助我們提升病毒檢測能力，更為香港設立提供
820張病床的指定隔離設施。為協助本港經濟復蘇，中央政府
已為多個界別推出支援措施。香港經濟與內地緊密相連，兩地
人員自由往來至為重要。我們會與內地相關單位密切合作，逐
步有序和安全地恢復跨境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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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單位

• 共 4 240 個單位

• 超過4 000個單位以
「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

治療設施

• 1 910  張醫院病床

• 1 900  張社區治療設施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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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0
80 個機構參與

約20 000 人受惠

推出超過 188 項紓困措施，總額達 4,370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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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抗疫 加強衞生

加強科研

檢測
已進行 2 400 萬次檢測

• 位居世界前列

最高檢測量增加近 100 倍

• 每日處理超過 10萬 個樣本

追蹤密切接觸者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 540萬 次下載

• 95 000 個參與場所

• 81 000 個用戶收到
通知後完成病毒檢測

「安心出行」2.1 版本加入新功能

• 疫苗接種記錄

• 檢測記錄

• 乘搭的士時的自動離開功能

污水監測
以世界領先技術追蹤病毒

• 政府與香港大學合作

• 完成 7 000 個污水樣本檢測，並發現

52 宗確診個案

資訊發放
2019冠狀病毒病互動地圖儀表板

• 自2020年2月推出以來，

逾 5 690萬 瀏覽次數

檢疫
「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及電子手環

• 59萬 接受強制檢疫人士使用

• 全球首次大規模應用

銅芯抗疫口罩+™

• 已派發1 000萬個

•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

• 榮膺2018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食物及衞生局和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 撥款 5.13億港元，支持大學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研究

• 批出共 67 個項目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
研究資助局

• 額外撥款 3.5 億港元，支持大學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研究項目

多層次殺菌塗層
• 香港科技大學研發

• 有效殺滅細菌和病毒，提供
長達90日保護 

• 廣泛使用於學校、安老院舍
和幼兒中心

kNOw Touch 無觸按鈕
電梯面板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研發

• 廣泛使用於公共樓宇、政府辦公室、
公共屋邨商業場所和私人處所

可重用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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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成果

領導抗疫

•	舉行了24次（截至2021年8月底）由

行政長官領導的高層跨政策局╱部門

會議，以督導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

工作。（食物及衞生局）

•	招募共40位專家就各方面的抗疫工作

向政府提供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	與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及廣東省和澳

門特區政府的衞生部門保持緊密聯

繫。（食物及衞生局）

•	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

下訂立九項公共衞生緊急規例，並定

期更新，為抗疫工作提供法律基礎。

（食物及衞生局）

•	把確診個案數目控制在低水平，截

至2021年9月17日 ， 每百萬人錄

得1	609宗個案， 而全球平均數為

28	908宗。（相關政策局）

•	自2021年4月底起採取新路向，實施

以「疫苗氣泡」為基礎的社交距離和入

境管制措施。（食物及衞生局）

•	成功控制四波疫情，在過去四個月大

部分日子達致本地「清零」。（食物及

衞生局）

•	保持警覺，通過檢測和檢疫措施控制

輸入個案，當中已考慮海外地區的感

染風險。（食物及衞生局）

•	收緊對公務員、公立醫院及安老院舍

員工、教師、本地機組人員、機場員

工及貨櫃碼頭工人的疫苗接種要求，

從而為社區提供更大保障。（食物及衞

生局、運輸及房屋局）

透明度

•	舉行超過720場記者會╱每天簡報

會，發出約5	000份新聞稿，設立政

府特設網頁（coronavirus.gov.hk），

以及在社交媒體發表超過7	550份貼

文，讓市民掌握疫情的最新情況。（相

關政策局）

•	行政長官每月就政府的抗疫工作發表

報告，至今已發表20份報告。（行政

長官辦公室）

•	於 2020 年 2月推 出「2019 冠 狀 病

毒病互動地圖儀表板」， 提供本地

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的最新資訊。

截至2021年8月底，瀏覽次數已超過

5	690萬次。（創新及科技局）

檢測、檢疫及治療設施和追
蹤接觸者

•	把公私營界別的檢測能力大大提高至

每日超過十萬次。（食物及衞生局）

•	已進行逾2	400萬次檢測，或以每百

萬人計，已進行320萬次檢測，令香

港成為檢測密度最高國家╱地區之

一。（食物及衞生局）

•	率先採用污水監測方式追蹤2019冠

狀病毒病在社區傳播的情況。截至

2021年8月底，在接近7	000個測試

樣本中，共發現52宗確診個案。（環

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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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指明人士╱群組發出強制檢測公

告，並在有需要時就處所發出限制與

檢測宣告，規定處所內所有人士接受

檢測，以阻止病毒在社區傳播。截至

2021年8月底，因應強制檢測公告和

限制與檢測宣告發出，香港房屋委員

會（房委會）已在轄下98幢被指明的

公屋樓宇採取行動，而民政事務總署

亦就私人住宅大廈進行了90次行動。

（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運輸及

房屋局）

•	自2020年7月起，為特定群組（即較

高風險、高接觸和涉及重要基建服務

的人士）提供免費病毒檢測服務，已

檢測超過230萬個樣本。（相關政策

局）

•	為市民提供便捷的自願檢測服務，包

括通過全港188個派發點和83個收集

點，便利市民遞交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免費檢測（截至2021年8月底，已

檢測376萬個樣本），以及通過21間

社區檢測中心（截至2021年8月底，

已為116萬人次進行自願檢測）及

47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檢測服務。

（食物及衞生局）

•	除鯉魚門公園的同類設施外，在竹篙

灣提供超過3	500個特建單位作檢疫

用途。（食物及衞生局、發展局）

•	提高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服務能

力，包括調配約1	250張第一線隔離

病床，以及把某些普通病房改建為標

準負壓病房，以提供約660張第二線

隔離病床。（食物及衞生局）

•	協助醫管局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設立和

擴展社區治療設施，並將服務量增至

約1	900個床位。（食物及衞生局、發

展局）

•	在中央政府的財政和技術支援下，僅

以四個月時間，在2021年1月建成可

容納820張病床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

感染控制中心。（食物及衞生局、發展

局）

•	於2020年12月實施「指定檢疫酒店計

劃」和「指定交通計劃」，規定所有從

指明地區抵港人士必須在指定檢疫酒

店進行強制檢疫。（食物及衞生局）

•	設立指定隔離設施，供被界定為密切

接觸者的安老院舍院友、殘疾人士院

舍院友和沒有成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入

住。（食物及衞生局、勞工及福利局）

•	在竹篙灣設立抵港外籍家庭傭工的指

定檢疫設施。（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20年4月推出「中醫門診特別診

療服務」，為接受2019冠狀病毒病治

療後出院的人士提供免費中醫門診康

復服務，至今有超過1	360名病人參

與，診療次數超過9	800次。（食物及

衞生局）

•	於2021年1月推出「住院病人中醫特

別診療服務」，為社區治療設施及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2019冠

狀病毒病住院病人提供中醫診療服務

的選項，至今有超過90名病人參與。

（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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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計劃

•	於2021年2月推出全港「2019冠狀

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為合資格人

口提供科興及復必泰兩款疫苗。巿民

可在29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以及

約2	300間私家診所和26間醫管局

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接種疫苗。截至

2021年9月下旬，約有超過443萬人

（佔合資格人口約66%）已接種第一劑

疫苗，約有超過404萬人（佔合資格人

口約60%）已接種第二劑疫苗。（公務

員事務局）

•	向80家機構及在不同地區提供外展疫

苗接種服務，為約二萬人接種2019冠

狀病毒病疫苗。（公務員事務局）

•	在11所中學安排到校接種疫苗服務，

接種的學生來自40所學校，另有約

310所學校的學生通過學校以團體預

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

37所特殊學校的學生獲安排在醫管局

轄下指定醫院進行評估和接種疫苖。

（公務員事務局）

•	 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於2021年7月

29日起，向70歲以上長者派發「即日

籌」。這項安排已逐步擴展至60歲以

上的長者、學生、特定群組以至所有

合資格接種人士。截至2021年9月下

旬，已派發約96	000個「即日籌」。

（公務員事務局）

跨境往來

•	於2020年11月推出「回港易」計劃，

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所有指明條件，

從內地及澳門回港時可獲豁免強制

檢疫。截至2021年9月20日，共約

30萬人次經計劃回港。（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食物及衞生局）

•	於2021年9月15日推出「來港易」計

劃，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所有指明條

件，從廣東省及澳門來港時可獲豁免

強制檢疫。（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食物

及衞生局）

科技應用

•	為社區檢測計劃、疫苗接種計劃，以

及由內地和澳門回港的市民提供網上

預約服務。（創新及科技局）

•	與本地研發機構、大學和初創企業合

作研發電子手環和「居安抗疫」應用程

式，至今已有超過59萬人次使用，規

模屬全球最大。（創新及科技局）

•	於2020年11月推出「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 供市民儲存出行記

錄，下載次數已超過540萬次，超過

95	000個公私營場所和約18	000輛的

士參與。（創新及科技局）

•	開發健康碼轉碼系統，讓通過「回港

易」及「來港易」計劃入境的人士把有

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由廣東和澳門的

健康碼系統轉到香港的電子健康申報

系統。（創新及科技局）

•	推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疫苗接種及

檢測記錄系統，讓市民使用「智方便」

流動應用程式免費下載電子疫苗接種

記錄，下載次數已超過110萬次。（創

新及科技局）。

•	於2020年 推 出「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以支持防控疫情的產品開發和科

技應用，共63個項目獲批，總資助額

逾1.02億元。（創新及科技局）

•	於2020年12月推出為追蹤接觸者而

設的內部資訊網站，以連接有關部

門、機構和現有資訊系統。（食物及衞

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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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管局推行現代化的服務模式，包

括試行使用「HA	Go」流動應用程式，

為合適病人提供遙距醫療服務；在鄉

村處所裝設網絡基礎設施，為居於鄉

郊地區的長者提供遙距醫療服務。（食

物及衞生局、創新及科技局）

•	食物及衞生局及其轄下「醫療衞生研

究基金」撥款5.13億元，資助大學進

行與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研究項

目，已有67個項目獲批。（食物及衞

生局）

•	利用不同的塗層技術在巴士和港鐵車

廂進行消毒，並在其他車輛或船隻內

噴上防菌防病毒薄膜。（運輸及房屋

局）

•	推行「遙距營商計劃」，協助私營企

業在疫情下通過採用資訊科技方案繼

續營運。截至2021年9月6日，共約

26	000宗申請獲批，總資助額約17億

元。（創新及科技局）

紓困措施和臨時職位

•	推出總值逾4,370億元的多項措施，

協助企業繼續經營、保住員工就業，

以及讓經濟盡快復蘇。主要措施包

括：

	- 四 輪「防 疫 抗 疫 基 金 」 措 施

（1,689億元）和其他與疫情相關的

措施（280億元），合共逾1,970億

元，當中尤以「保就業」計劃惠及

152	000名僱主和195萬名僱員；

（相關政策局）

	- 在《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提出合共逾1,200億元的紓困措

施；（相關政策局）

	- 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提出合共逾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

施；（相關政策局）

	- 在「防疫抗疫基金」下，在公營和

私營機構開設約三萬個有時限的職

位，並於2021年在「防疫抗疫基

金」額外預留66億元，以開設另外

三萬個有時限的職位，當中有部分

是專為剛畢業的學生和年輕專業人

士而設的特定行業職位，以協助他

們獲取在職經驗；（公務員事務局）

以及

	- 通過「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穩

定零售市場的外科口罩供應。截

至2021年8月底，獲計劃資助的

20條生產線已向政府供應4.69億

個口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向市民免費派發超過1	070萬個可重

用的銅芯抗疫口罩+™和6	300萬個外

科口罩；另向院舍員工及院友、政府

合約前線員工和其他弱勢社群派發約

1.37億個外科口罩；以及向有需要人

士派發約600萬個獲捐贈的口罩。（創

新及科技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

政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食物及衞

生局）

•	提供各項收費和政府租金寬減，相等

於減少142億元的收入，以協助商戶

渡過經濟難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會議展覽

業資助計劃」，並三度把該計劃的期限

延長，直至2022年12月31日。截至

2021年8月底，已為53個展覽提供資

助，涉及資助額約1.22億元。（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

防疫措施

•	加強公眾街市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

進行徹底清潔消毒。（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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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眾街市租戶和持牌小販提供一

次過資助，以在街市和小販攤檔推

廣非接觸式付款，並已向3	276個街

市攤檔及342個小販攤檔發放合共

1,809萬元資助。（食物及衞生局）

•	增加人手，以加強房委會轄下商場、

直接管理的街市和公共屋邨的防疫抗

疫措施，並為房委會轄下商場、停車

場和辦公大樓裝置非接觸式升降機按

鈕設施。（運輸及房屋局）

•	於2020年10月開展「排水管檢查計

劃」，檢查所有公屋單位的排水管，

目標是在2022年第一季完成。截至

2021年8月底，房委會已檢查約46萬

個公屋單位的室內排水管，以及約

39萬個公屋單位的所有室外排水管，

並已在檢查時安排所需維修。（運輸及

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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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疫苗接種

•	繼續推行措施，鼓勵特定群組接種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尤其是70歲

以上的長者，以保護他們不幸染疫時

不致出現重症情況，以及建立保護屏

障。（公務員事務局、食物及衞生局）

•	評估疫苗接種計劃的成效，以期為有

需要人士接種第三劑疫苗，加強保

護。（公務員事務局、食物及衞生局）

•	與疫苗生產商保持聯繫，共同檢視臨

床數據，以期調低接種科興疫苖的年

齡下限。（公務員事務局、食物及衞生

局）

社交距離

•	推行「旅遊走廊」和「疫苖氣泡」，務求

以安全的方式舉行大型活動，讓巿民

和商界盡量恢復正常生活。（食物及衞

生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政事務

局）

邊境管制

•	尋求中央政府支持，逐步有序和安全

地恢復兩地在免檢疫的情況下跨境往

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食物及衞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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