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援港源源不絕 粉碎謠言穩定人心
由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艙醫院火速落成，除了讓人再

次見識「中國速度」，也一再證明中央對香港的支援

是非常實在的，講得出做得到；鐵路援港專列，滿載

抗疫物資及日常生活用品馳往香港，與新增的日行一

班的供港海運快線、傳統的跨境貨車貨物運輸等一

起，共同拓寬供港物資生命線，全力保障輸港物資供

應源源不絕運抵香港。可是，近日網上流傳一段錄

音，訛稱立法會就實施「禁足令」進行立法及點票工

作，但立法會根本沒有就相關事宜作任何討論。另有

別有用心者散布「突擊封城」「物資斷供」等假消

息。此時出現各種謠言，明顯是有別有用心的人，企

圖利用散播謠言製造恐慌，引發搶購潮，破壞香港社

會安寧，增加抗疫困難。在抗疫關鍵時刻，特區政府

更要及時主動澄清、打擊虛假訊息，保持人心穩定。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食物等生活物資即使沒有短缺，
也會因非理性的瘋狂搶購行為而出
現短缺，導致恐慌情緒，變成惡性
循環。事實上，內地供應香港的鮮
活食品，包括蔬菜、雞蛋、淡水魚
及冰鮮豬肉等供應充足，本港食用
米的儲備更多達3萬多噸，足夠超
過1個月全港市民食用。鮮豬肉供
應一度因屠房有多名員工染疫、人
手不足而暫停，但內地已組成首批
超過30名屠宰員抵港、恢復屠房生
產線，逐步恢復鮮豬肉供應。

內地支援確保供港物資充裕
本港疫情持續上升，人心難免虛

怯，市民對任何非官方渠道的消息
都要保持警惕，於消息未經證實前
更不要輕信。例如，有關立法會就
「禁足令」點票的消息，立法會的

資料都是公開的，市民可以自行查
閱立法會網站，看看議程中有沒有
這項討論；或者可以聯絡任何一位
議員的辦事處，很容易就可找出真
相。事件亦反映，無論政府、學
校、社會各界，都有必要加強推廣
辨別虛假訊息的教育。

網絡技術發達，發布假消息、假
新聞的代價太低，令別有用心的人
更有恃無恐。這說明立法禁止虛假
訊息的必要性。在當今資訊發達的
社會，訊息流通無疑為人們帶來很
大便利，但散播假消息則會為社會
帶來嚴重禍害，必須要採取新方法
應對。尤其是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
及至現在的疫情，散播假消息的情
況屢見不鮮，已成為搞亂香港的慣
用手段，實在應該立法禁止對社會
有害的假消息流傳。

政府應及早發布準確消息
另一方面，政府亦要加強闢謠止謠

的能力。就以今次事件為例，假消息
流傳甚廣，市民開始搶購貨物，政府
理應及早發布準確消息，以正視聽；
連日來，一些重大消息例如全民檢測
是否「禁足」一直沒有具體內容，容
易令市民產生猜想，甚至導致誤判；
而政府的答案不明確，也讓編造、散
播謠言有可趁之機。

因此，政府在宣布任何新措施之
前，最好預見市民關心的問題，及
早擬定具體細節。例如在全民檢測
是否「禁足」一事上，政府應盡快
有一個清晰說法，以便廣大市民和
各行各業早作準備。

有祖國這個強大後盾，無論多大
的困難，香港都可以挺過去。中央

一再強調全力支援香港抗疫，確保
供港醫療、民生物資穩定，而且已
經付諸行動，給予香港抗疫最大的
信心和動力，也是對各種謠言最有

力的回擊，市民完全沒有必要擔心
民生物資不足，而應更堅定相信中
央、相信特區政府、相信自己，攜
手抗疫，共克時艱。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美國等西方國家宣布把部分
俄羅斯銀行剔出 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
會）。SWIFT是環球金融機構同業間傳遞金融訊息
的平台和通信標準，如今在沒有國際法的支持下，
淪為大國操控者的制裁武器，荒誕無稽。此舉短期
內對內地及香港影響雖輕， 但必須引起警惕，要
加快完善人民幣國際結算系統。

SWIFT囊括全球幾乎所有重要金融機構，擁有逾
一萬成員，包括近300家俄羅斯銀行，一旦被逐出
SWIFT，俄羅斯大部分國際貿易將被迫停頓，佔俄
羅斯政府收入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收益將被切
斷，未來難與歐洲各國進行能源交易，同時必將引
發俄幣盧布大幅波動，觸發資本外逃。

「金融核彈」實為「七傷拳」
制裁被形容為「金融核彈」，用核彈就會遺留輻

射、禍害人間，以金庸《倚天屠龍記》的崆峒派武
功「七傷拳」作喻，此「金融核彈」就是「未傷
人、先傷己」。

首先，國際金融制度最重要是以「信」為先，動
輒就單方制裁，破壞信約，制度就很易崩潰；其
次，歐洲長期依賴俄羅斯的石油與天然氣入口，一旦
支付停頓，俄羅斯無法收訖貨款，惟減少歐洲能源供
應幾乎是必然選擇。其中支持制裁的德國，正正是進
口俄羅斯天然氣的大戶，其四成天然氣及兩成石油皆
來自俄羅斯，倘俄羅斯停供，將嚴重影響德國寒冬供
暖，更會因能源成本上漲而引發企業外遷。

俄羅斯甘冒受制裁仍出兵烏克蘭，緣於北約持續
東擴，歐洲地緣危機升溫，事件對中國影響，筆者
認為中性。一方面，戰爭持續或擴大風險存在，影
響全球經濟及原油商品價格穩定；另一方面，俄羅
斯對歐洲出口受阻，必然選擇向東發展，擴大與中
國雙邊貿易。事實上，中俄邊境貿易，沿用2015
年人民銀行營運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是不屬於SWIFT的獨立系統。CIPS至去年底參與者

逾千，涵蓋103個國家與地區，雖然
交投量較SWIFT為少，但對中俄貿易
持續發展應付有餘。中國更可於可控
範圍內，測試人民幣的國際化流通狀況。

國際輿論有偏頗聲音指中國偏幫俄羅斯，有人擔
心中國會否步俄羅斯後塵，被美國剔出SWIFT？筆
者認為，機會甚微。根據美國商務部上月數據，中
國為美國最大逆差國，如美國停止中國SWIFT地
位，如同搬石頭砸自己腳，美國入口通脹必將瘋狂
飆升，如同將本土經濟推向死亡幽谷，「金融核
彈」出多次就「更傷己」！

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擺脫霸權枷鎖
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俄烏戰事態度鮮明，中國外

交部強調俄烏應以和為貴，以談判代替戰爭，又指
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對相關國家及地區
民生與經濟帶來嚴重困難。反之，俄羅斯的遭遇，
暴露出SWIFT由美國操控的赤裸事實，足見美國濫用
霸權地位、脅逼他國就範的狼子野心。中國必須從
今日起，時刻保持警覺性。中國中短期仍須依賴
SWIFT運作，但為免SWIFT被禁、出現對外貿易停擺
情況，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擺脫美國金融霸權枷
鎖。

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金融機構報文須經
SWIFT傳送核實。金管局日前指出，本港沒有俄羅
斯銀行為本地認可機構，因此銀行體系對俄羅斯風
險承擔總額僅26億元，佔銀行業資產0.01%，因此
俄羅斯被禁用SWIFT，對本港經濟影響輕微。

內地自1985年起一直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香
港全球貿易額五成以上與內地相關，因此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是香港發展的必然之路，參與國家經濟
內循環，將為本港經濟帶來更多機遇。2019年修例
風波，美國禁止香港使用SWIFT的傳言曾甚囂塵
上，結果大家有目共睹，香港有祖國作為大靠山，
美國的如意算盤又怎能打得響？

SWIFT淪為制裁武器的警示
林智遠 立法會議員 執業資深會計師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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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抗疫成功有兩大重要原因：一是
快、細、準的傳染病監察、預警體系及流
調感控，配合培訓宣教、疫情管理；二是
善用中醫藥、中西結合的防治方案。

因此，香港需要邀請天津、上海、廣
州等地的優秀醫護團隊，來港主理方艙
醫院的服務。另外，香港有1萬多位中
醫師，已有數百人開展了網上、網下的
診治服務，他們應該很樂意參加方艙醫
院團隊；香港浸會大學已有團隊準備管
理計劃中的中醫院，亦與廣東省中醫院
合作發展大灣區項目。回顧2003年「沙
士」疫情爆發時，我們已成功與廣東省
中醫院合作，進駐醫管局轄下的醫院處
理輕重症，臨床成效也在外國期刊發
表。

至於內地用中醫藥的循證醫療（Evi-
dence-based Medicine）分析，筆者在
過去一年多時間發表了三篇題為《中醫藥
防治「新冠」，是草還是寶？》的文章，
文中引用了刊載在世界認可醫學期刊中的
材料，證明透過循證醫療方式，可確認中
藥在防疫的效用：

例如：2020 年 9 月，《Phytomedi-
cine》總編輯Efferth主筆「Tradition-
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t the
forefront battle against COVID-19: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scientific
basis」，分析了預防、治療及康復用的

中草藥並分析了15種草藥藥用機理，詳
細總結中藥如何影響免疫系統。

2021年2月，美國耶魯大學鄭永齊教
授團隊在《Frontiers in Pharmacolo-
gy》 發 表 了 「Prospec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COV-
ID-19 Patients in China」，分析了內
地用的「三方三藥」，並討論「清熱」與
免疫功能的機理。他強調發展中藥要質
控、多地區、雙盲、安慰劑對照、隨機臨
床試驗及鑽研藥理機制和活性化合物。他
認為用「循證醫療」的方法，可確認中藥
對新冠病毒的預防與康復效用。

2021 年 11 月，在《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
cine》河北醫科大學宮小薇發表了「連花
清瘟膠囊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研究：前瞻性開放標籤對照試
驗」，對象是密切接觸者及次密切接觸
者，在隔離醫學觀察期間，治療組核酸檢
測陽性率明顯低於對照組。他們的研究方
法亦可達鄭永齊教授「循證醫療」的要
求。

內地專家張伯禮院士採取中西結合方式
抗疫，其成功經驗是「行動快、功夫細、
人心齊」，值得香港借鑑。香港抗疫要達
到「快速、徹底、有序、有效」，應該在
醫療服務再加把勁！

（續昨日，全文完。）

抗
擊
疫
情
亦
要
保
障
民
生

陳沛良 立法會議員

全民檢測配合禁足令傳聞四起，引起
市民搶購物資潮。从市民角度考慮，準
備食物、藥品及生活物資以備不時之需
無可厚非，無論是應對禁足或是不幸感
染要居家隔離，都需要準備充足物資。
只是當局應該盡早發放確切的消息，莫
引起不必要的搶購潮，誘發人員聚集、
增加感染風險。

筆者認為，以目前疫情擴散的速度，要
遏止疫情惡化，全民檢測勢在必行。參照
內地的抗疫經驗，即使沒有全民檢測，很
多地區都曾在大規模爆發時實行禁足令，
一段時間後，確診個案便會回落。香港推
行全民檢測若不配合適當的禁足，恐怕未
能達到截斷傳播鏈的作用。目前政府應該
全力調動社會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完
成檢測，做好後勤保障，對市民生活帶來
最小的影響。

一是保障生活物品的供應和禁足期間對
有困難人士提供支援。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近日強調，駐港中資企業將繼續增強跨境
運輸，全力以赴保障防疫物資及生活必需
品供應。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無論如
何都會保障供港物資的充足，穩定物價，
但若市民因恐慌搶購，只會造成資源浪
費，讓真正有需要的人無法獲得物資。筆
者建議，政府應盡早公布禁足的安排，並
動員社區組織的力量，為有需要的人士提
供必要物資，例如西安封城時，市民可以

在封鎖屋苑門口定點限量
購買蔬菜和必要食物；對
於居住劏房、板間房或者
獨居老人無法煮食的情
況，可提供必要即時的食
物，既減少傳播風險，又
能保障食品供應避免浪費。

二是保障藥品和緊急醫療服務支援。確
診人數激增，即使政府開通支援熱線，但
亦無法負荷大量的查詢需求。禁足期間，
輕症患者必然有大量對藥品和檢測包的需
求，令中央熱線更難接通。筆者建議，政
府可準備一些輕症必要藥品包，包括兒童
必須的退燒藥物，提前派發給社區，例如
通過區議員辦事處、屋苑管理處等，將派
發物資的權力分發給更細小的單位，能夠
高效、直接地為確診者提供必要支援。此
舉亦能紓緩政府支援熱線的壓力，將資源
預留給最有需要的重症患者。

內地的西安、天津都是人口上千萬的城
市，能在短期內做到幾輪全員核酸檢測，
亦能保障居民的緊急醫療需求及生活物資
供應，這些很好的經驗，值得香港認真借
鑒。尤其重要的是，內地在封城檢測期
間，動用了大量的公務員支援前線工作，
包括強制檢測的分流、派發物資等，香港
公務員團體在抗疫過程中，也可組織公務
員參加社區義工隊，支援抗疫、保障民
生。

經過了多日軍事衝突後，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近
日就解決爭端衝突，進行了談判，雖然未能取得實
質突破，但雙方代表團就議題有了共識，決定回國
進行內部磋商，為下一輪談判作準備。俄烏雙方願
意談判，至少表明都不願意把戰火擴大到更加不可
收拾的地步。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但俄烏民
族畢竟是同根生，而且兩國都無法改變鄰國。俄烏
衝突的背景極為複雜，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宣布對烏
克蘭採取軍事行動的電視講話中，用一個多小時的
時間闡述了俄方的理由和立場，對美西方拋棄承
諾，堅持不斷推進北約東擴，處心積慮地拉攏烏克
蘭，將烏克蘭當作遏制俄羅斯的工具，衝撞俄羅斯
的戰略安全底線，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而烏克蘭領
導人則為烏方的立場態度辯護，嚴詞譴責對方。俄
烏衝突摻雜了太多的外部複雜因素。毫無疑問，美
西方對於俄烏衝突的激化惡化和當前的戰火燃燒負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烏克蘭戰事爆發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和北約集團，一方面強烈譴責俄羅斯，宣布經
濟、金融和航空等各種制裁，威脅要讓俄羅斯付
出「應有的代價」，另一方面在軍事、武器、物
資、經費、情報和輿論等各方面力挺烏克蘭，既
有公開的，更有私下的，使得俄烏的對立和軍事
衝突愈演愈烈。

美西方一些政客還借烏克蘭危機，不斷對中國詆
毀抹黑 。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從來都堅持自己的
原則，按照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中國主張通
過外交談判解決俄烏分歧，中國領導人和外交部門
為此作出了積極努力。中國一向站在和平合作和公
道正義的一邊，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俄烏對立已久，戰火還在燃燒，戰場局勢尚不明
朗，美西方仍在不斷加大對俄施壓制裁，聯合國將
就烏克蘭問題召開特別專題緊急會議，一系列複雜
因素對俄烏談判都會產生影響，俄烏後續談判估計
不會順利，但談判總比不談為好，而且也只有雙方
認真理性談判，才可抓住時機，緩和局勢，並長久
和平地解決爭端衝突。

談判才是解決俄烏衝突的正道
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日前，中遠海運天天班供港海上快線在深圳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正式啟動。首
發駁船滿載165萬支核酸檢測試劑等重點防疫物品和民生物資共計748噸駛往香
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