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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8日突然有一段錄音四處傳播，說是
由立法會法律顧問傳出，立法會正在為全民強
檢時進行「禁足令」立法。這段謠言一出，市
民擔心被「禁足」不能外出購買食品，蜂擁到
超市、街市搶購，部分食物、藥品被搶購一
空。上班族到放工時，固然已經買不了菜做
飯，最受影響的還有一些基層市民，食材價格
被搶高，令到這些家庭連菜也買不起。

現時疫情嚴峻，上周連續多天錄得超過5萬
宗確診個案， 超過七成安老院舍出現疫情爆
發，香港當務之急是共同抗疫，但在這急難時
刻卻有人散布謠言，令到市民一齊外出搶購食
物，也加劇病毒的傳染機會，目的就是要為特
區添煩添亂。

疫情嚴重，檢測量追不上需求，許多確診者
不能入住隔離中心，被迫與家人同住，造成全
家感染。而急症室求診者眾，許多確診者輪候
多時未能就醫，即使症狀較重，也因床位不
足，而未能入院接受適切的治療。香港醫療系
統正在臨近崩潰邊緣之際，幸好獲得中央全力
支援，設立火眼實驗室提高檢測量，興建方艙
醫院和臨時醫院，為香港增添病床，讓患者不
用有病也不能到醫院、不用在急症室外苦候等
入院，這本該是非常值得感激的事，卻有人惡
意中傷，力圖抹黑中央給予特區無限量支援的
心意和努力。

中央興建方艙醫院動用的人力物力，可謂不
惜工本，莫說營舍和營內物資，單單是方艙醫
院的底層基座，就由珠海運來了1萬噸砂石來
港，用了一個星期趕工，即建造完成，可正式
投入使用。國家不計較資源、全力協助，卻有
人抹黑，訛稱這些設施都是燒香港納稅人的

錢，事實上這些都是中央無償
支持香港的！更有人故意上傳
一張沒有間隔的公用蹲廁當作
方艙醫院的廁所，嘲笑廁所欠
缺私隱和防疫保障。在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帶同傳媒拍攝方艙
醫院內部和廁所情況後，仍有人專挑「廁所要
共用」來做文章。其實，只要大家到過醫院就
知道，不單是公立醫院，連私家醫院非單人
房，洗手間一般都是共用，部分隔離措施如會
展亦如是。

除了資源，中央還全力提供人手上的支援。
因為受疫情影響，本地院舍嚴重缺乏護理員，
特區政府無計可施，惟有在內地招聘，但事情
同被人抹黑為「明益」內地人，其實這些工種
在本港一直都有招聘需求，只是長期聘請不到
足夠的人手。

在抗疫急難之際，為何仍要造謠生事？背後
反映着反中亂港勢力仍然存在，不單不承認國
家為香港作出的支援，更不惜一切代價，破壞
內地與香港關係，把抗疫工作政治化，煽動仇
中、反中情緒，這是「港獨」分子死心不息的
作為。特區政府必須保持高度警覺性，面對謠
言除了必須快速作出回應，亦要精準回應，讓
市民充分明白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行動構思，讓
市民安心，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上周表示全力支持特區政府進一步加強對防疫
抗疫工作的有效統籌，切實履行好主體責任。
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應勇於擔當、勇挑重
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
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不要有所差池。

在粵港政府及業界的共同努力下，援港水路
通道的第一條航線於2月19日正式開通。現在
珠三角主要水路口岸均有援港駁船快線通往香
港屯門、葵涌等多個碼頭，大大緩解了供港物
資陸路跨境物流的壓力。尤其是果蔬、凍肉等
民生保障物資，主要經深圳三大港區、廣州番
禺和珠海斗門供應香港，對香港市民的「菜籃
子」穩定發揮了疫情期間的主力軍作用。從駁
船運力來看，招商局旗下的中外運廣運船務、
廣東省港航集團旗下的珠江船務、南洋物流集
團旗下的南洋船務等大型駁運公司均能配合市
場需求，不斷增加粵港航線的運力投入，使得
供港水路通道建設日趨成熟，為保障香港方艙
醫院建設的原材料供應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
用。

隨着粵港駁船快線的運量和班次持續攀升，
目前在屯門內河碼頭等港區已出現了嚴重的船
舶滯期現象，有的駁船等泊時間高達3天以
上。這對駁船及貨櫃的周轉產生了較大影響，
同時香港港內拖車資源也因壓港及司機感染人
數的增加而於近期出現緊張。這些都對未來一
段時間水路通道的效率和成本產生負面影響。

香港抗擊新冠疫情目前已經進入攻堅戰階
段，「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支持一線抗
疫」正成為當前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工作
的主旋律。本着與時間賽跑、萬眾一心抗擊疫
情的出發點，對於目前穩定香港民心和正常生
活秩序的物流通道，需要持續保障運作通暢。
為此需要對現階段出現的瓶頸問題及時處理並
予以改善。特此在以下五個方面作出建議，呼
籲政府相關部門及業界予以積極研究：

一、香港政府對於公共裝卸
區（油麻地、醉酒灣、屯門蝴
蝶灣）的管理，例如超過50米
的駁船未經申請不能進入、
21:00-07:00 不能作業。近日
政府已出台機制，業界如有需
要可以通過申請，政府批准後可以進入或作
業。希望在疫情期間能常態化優先滿足供港物
資駁船並對作業申請保持快速審批。

二、葵青貨櫃碼頭等港區運營商應在碼頭設
立供港物資專用駁船泊位、專用堆場及出碼頭
專用閘道，優先滿足供港駁船作業，降低供港
物資駁船抵港後的等泊時間。

三、基於目前香港境內的短程拖車運輸公司
運力緊張，建議對承諾保障供港物資運輸的拖
車公司，應在港區予以優先操作放行，並促請
政府研究提供一定專項資金進行補助，提高本
地拖車行承運援港物資的積極性。

四、為往返碼頭的供港物資承運司機提供臨
時驛站、採取雙向選擇的方式、兩點一線管
理，以降低持續攀升的司機感染率，保障運力
供應。

五、因空箱周轉受阻，租箱成本已成倍增
長，市場上目前「一箱難求」。建議香港政府
抗疫時期特事特辦，動用抗疫基金購買或租用
一批專用空箱，免費或優惠提供駁運公司使
用，加快物流效率。

物流通道的穩定事關抗疫大局。相信在中央
援港抗疫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在香港政府和業
界的共同努力下，多式跨境運輸的效果將進一
步彰顯，為香港戰勝疫情提供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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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剛 立法會議員

依託中央關心支持 齊心協力戰勝疫情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在北京參加港

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他在講話中大篇幅提及香港

抗疫，表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的新冠疫情，強調中央全力

支持香港抗疫工作，對於特區政府在抗疫工作的請求是照

單全收、有求必應，中央會確保對港食品和必需品的供

應，確保香港市民生活不因疫情受嚴重影響；檢測資源方

面，中央會在人手和檢測物資上全力支持；增建醫院和隔

離設施也會馬不停蹄進行，希望協助香港盡快控制疫情，

保障每名香港市民的生命。韓正副總理的講話突顯了中央

對香港市民的關心以及對於香港抗疫無條件的支持，也向

社會各界發放要全力積極抗疫的訊息，並增強大家戰勝疫

情的信心和力量。

盧偉國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近期正值本港抗疫關鍵時期，每天確診數
字飆升，牽動全社會的關注和憂心。但在中
央政府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各項新的抗疫
行動陸續開展，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出錢出
力，支持全港市民抗疫。中央主管香港事務
的領導人既重申特區政府要負起抗疫主體責
任，更希望全社會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的抗
疫工作。

全力提升老人及兒童疫苗接種率
韓正副總理非常關心長者和小童的染疫情

況，形容生命十分寶貴，要求盡快降低新冠
患者的重症和死亡率。對抗本港新冠疫情大
爆發的關鍵措施，是提升疫苗接種率，因為
即使染疫，都可以大大減輕症狀，這已是鐵

一般的事實。本人一直敦促政府，在提升老
人家和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方面，要有更快的
安排和更徹底的覆蓋面。眼見在第五波疫情
之下，高比率的長者染疫去世，加上出現兒
童因疫症死亡，令人痛心！日前本人特意製
作了一個手機圖，在社交媒體發放，主旨是
「為自己 為家人 勿再猶豫 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方便大家查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
供接種的私家診所、流動疫苗接種站、院舍
外展接種等的資料，也方便大家預約接種。
本人認為，政府團隊也要步伐一致，落實措
施，包括到院舍與學校接種，積極推動提升
接種率，香港才能更快走出疫境！

抗疫也必須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鑑於
香港正值抗疫關鍵時期，本人作為經民聯主

席，感到應該留在香港帶領團隊支持特區政府
抗疫。因此，早前已向有關方面請假，不出席
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但仍可通過委員移
動履職平台繼續參政議政。經民聯近日出資購
買快速檢測包，並獲得各界友好捐贈口罩和消
毒藥品等防疫物資，已迅速通過聯盟社區網絡
派給基層家庭、低收入人士及有需要的業界人
士等，希望既紓緩他們在購買防疫物資的壓
力，也送上全港市民攜手一起團結抗疫的信息
和正能量，在嚴峻疫情中互相扶持及互相關
懷。

統籌協調各界力量眾志成城抗疫
儘管疫情肆虐，很多日常業務不可停頓。工

程業界的工作廣泛涉及社會民生，正在建設中

的項目，有些或可延後，有些是刻不容緩的，
例如目前本港業界與內地合作建造的多個「方
艙醫院」，就急如星火！因此，在疫情持續蔓
延的惡劣情況下，工程界推行以「疫苗通行
證」及「快速檢測」保障工地人員健康、保持
建造業安全營運，有不少工地已執行上班前快
速測試。我向發展局指出業界需要清晰的工地
防疫措施指引，並需要政府支援相關物資，特
別是快速檢測包等。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鼓勵香港社會各界依託
中央的關心和支持，上下一心，在抗疫路上迎
難而上！我們必須全民總動員，統籌並協調好
特區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界力量，汲取內地專
家意見，善用內地的人力和物資支援，齊心協
力戰勝疫情！

麥美娟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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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共圓偉大夢想，踔厲
奮發再譜時代華章。汪洋主席4日

在全國政協第5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所作的政
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圍繞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勝
利召開凝心聚力提出了系列具體的要求，特別
是要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
為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努力奮鬥。對於香港愛
國愛港陣營，特別是港區各級政協委員而言，
需要我們提高政治站位，努力做好擔當者而非
旁觀者、踐行者而非清談者，把更多力量匯聚
到共襄中華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之中。

具體來看，在六千餘字的政協常委會工作報
告中，多次出現了「團結」的高頻詞，「人民
政協因團結而生、依團結而存、靠團結而興，
是大團結大聯合的象徵」，需要「以協商聚共
識、以共識固團結」，「團結要有圓心，固守
圓心才能萬眾一心」。這是我們港區政協委員
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方向。

首先，報告為愛國愛港陣營指明方向、提出
要求。港區各級政協委員目前最需要做的，就
是協助特區政府，團結一切力量，集中醫療資
源救助重症，盡快控制疫情，盡力挽救生命。
自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後，中央至今先後派出
三批專家來港，在嚴峻疫情下助力特區政府深
入研判疫情發展。國家源源不絕的支援充分彰
顯了中央的關懷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為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注下「強心針」。政協
委員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團結廣大香
港市民協同抗疫，早日戰勝疫情。

其次、報告為愛國愛港力量明確了擔當、
凝聚了力量。港區各級政協委員應好好把握

香港回歸25周年、中共20大召開的歷史機
遇，在推動經濟轉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
再立新功。受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影響，本
次來京出席全國「兩會」的港區代表、委員
人數雖較往年有所減少，但議案、提案品質
成色不減。如何更好發揮香港優勢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及抗擊疫情等，成為港區代
表、委員關注的重點。期望港區政協委員們
可以謀劃、建言出更多「中央要求、港澳所
需、灣區所向」的優質提案，為香港下一步
的騰飛創造新的力量。

第三、報告明確要求圍繞進一步提升愛國愛
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港區各級政協委員不僅
要提升參政議政能力，更應提升行動實踐能
力，為「愛國者治港」書寫新的歷史篇章。
2022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已
然開啟，影響深遠、意義非凡的中共二十大也
將於下半年召開，在這一特殊節點期，加強中
華兒女大團結是人民政協新的使命擔當和責
任。港區各級政協委員要牢牢抓住汪洋主席報
告中「團結」這個關鍵字，深刻認識到每位委
員都可以發揮自身「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是
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的重要力量，界別群眾都
是自己的團結對象，人人重團結、人人求團
結、人人促團結。

力量生於團結，使命呼喚團結！當前香港面
對巨大的挑戰，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關鍵
是要正確地認識，主動地把握。未來在中央政
府的支持下，香港社會各界更好團結起來，同
心協力，敢作為、有擔當，共畫團結同心圓，
為香港、為國家開創更輝煌的一頁。

敢擔當有作為 共畫團結同心圓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近日，美國國防部高官稱，中國持續表達對
烏克蘭局勢關注，卻不願像其他國家一樣譴責
並制裁俄羅斯，無意參與任何形式的烏克蘭問
題外交解決方案。美國官員這種極端不負責任
的表態，只是想借烏克蘭問題對中國進行污衊
抹黑，這種為了推卸自身責任而造謠的手法十
分虛偽、卑劣，無端散布虛假資訊完全掩蓋不
了美國作為烏克蘭危機始作俑者的責任，充分
暴露了美國製造危機並借危機漁利的真實目
的。但中國有句老話，賊喊捉賊，搬起石頭砸
自己的腳，美國會為此愚蠢和魯莽行為付出沉
痛代價。

烏克蘭問題的是非曲直已經很清晰可見，關
鍵就是美國要借助北約徹底遏制並拖垮俄羅
斯，並樹立美國在歐洲的絕對領導地位和霸
權。不難看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
動最大的誘因和始作俑者，就是美國這個歐洲
麻煩製造者。從表面上看，這場軍事衝突是俄
烏衝突，但本質是美國發動的一場針對俄羅斯
的代理人戰爭和混合衝突。

為了進一步制裁和孤立俄羅斯，美國官員多
次在不同場合施壓中國來制裁俄羅斯，因為美
國很清楚一點，中國和俄羅斯的全面合作能有
效化解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全面和嚴苛制裁。
俄羅斯多次表示不怕制裁，也有能力抗拒制
裁。

如今，美國政府大肆提高軍費，甚至有美國
議員已建議把軍費提高到佔GDP超過5%，達到

軍備競賽紅線，同時美軍分別針對中國和俄羅
斯量身打造了「歐洲威懾倡議」和「太平洋威
懾倡議」，旨在削弱中俄兩國的發展能力和潛
力，全面遏制中俄兩國的快速發展。但美國這
個連「紙老虎」都不配的頭狼不敢單獨面對和
挑釁中俄兩國，只能想方設法在中俄兩國周邊
製造並引爆各類矛盾，如借台灣問題、釣魚島
問題等牽制中國，在俄周邊借助烏克蘭、格魯
吉亞等問題來製造危機，這些都是美國人慣用
的手段。

但這些小兒科的政治伎倆對付小國或許還可
奏效，但要想對付中俄兩個大國就顯得過於老
套和缺乏新意。美國不希望看到多極世界的出
現，這會危及美國的全球霸權利益，更不希望
看到歐盟在歐洲能發揮主導作用，把北約作為
牽制歐盟的重要棋子，確保北約和歐盟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但最終確保美國對歐盟的絕對
控制權。

美國極度恐懼全球霸權旁落，但急功近利的
美國越是急於打壓中俄兩個國家，反抗的力量
就越強大，把美國推下霸權神壇的日子就早一
天。美軍阿富汗大敗退已經讓美國信譽盡失，
美國對烏克蘭棄之不顧更讓國際社會看到其
「美國優先」的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不是伊拉克和阿富汗，能任美
國魚肉，美國各類污衊抹黑只能讓自己徹底失
去國際信譽，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徹底從全
球霸權神壇上跌落下來，這是必然的結果。

借烏克蘭危機抹黑中國 美國是始作俑者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