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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嚴峻，時刻牽動中央的心。國家
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
組組長梁萬年提出的「三減少」與「四集
中」，稱香港抗疫工作應堅持「動態清零」
總方針，並要分階段落實此目標，優先實現
「減少感染、減少重症、減少死亡」，借鑒
內地「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
中救治」的做法。內地過去兩年成功的抗疫
經驗，值得本港借鑒，但一切重在執行。無
論是中央的要求還是社會各界的呼聲，都是
要求特區政府做到：動員、落實、高效，關
鍵是要動起來、快起來。

在第五波疫情大爆發之後，初期各政府
部門協調、行動不夠迅速，近日已有一定
改觀。消防處開通多個平台接受快速測試
陽性的人士申請入住隔離設施；衞生署的
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呈報平台也得到落實；
伊利沙伯醫院迅速轉為第三間指定醫院，
專門收治新冠患者。這些都是化被動為主
動的可喜的跡象。

疫情已經令批發及零售界受到極其嚴重
的衝擊，業界承受兩方面壓力，一方面是
市面人流大幅減少，水靜鵝飛，經營壓力
前所未有的大；另一方面是不少員工先後
確診或屬密切接觸者而未能上班，沒有足

夠人手維持正常經營。因此
業界已普遍縮減營業時間甚
至停業。有見及此，其實全
社會是普遍支持政府採取更
強力、更有效的措施去控
疫，以更強的抗疫力度換取
更短的抗疫時間。如果繼續令疫情蔓延下
去，更多的批發零售業界難以經營，影響
的不但是業界的生計，更會令香港整體利
益遭受巨大損失。

祖國對香港抗疫的支持是堅定和高效
的，真正做到「有求必應」，而且行動
快速。我們看到央企只用七天就完成一
個方艙醫院交付使用，充分體現中央高
度關心、全力支援香港。特區政府各部
門和社會各界也要馬上動起來，集中力
量把香港抗疫工作視為頭等大事，全力
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善用中央支援的人
員和物資，果斷有力地落實各項防疫措
施。

在內地支援下，本港各項民生物資供應
基本回復正常，疫情也停止了幾何級數上
升的階段。只要社會各界繼續努力，持續
同心抗疫，待疫情高峰過去後，香港定能
撥開雲霧見青天。

烏克蘭衝突仍在發酵，國際社會高度關
注。俄烏雙方已進行三輪談判，雖然談判
沒有取得突破，但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
這意味着通過談判解決烏克蘭危機仍然存
在希望。

俄烏衝突如何解決，固然主要取決於俄
羅斯和烏克蘭這兩個當事國的意願和態
度，但烏克蘭問題原因極為複雜，其中摻
雜了很多外部因素，如果不是美西方國家
長期對烏克蘭的各種干預滲透，烏克蘭問
題不至於惡化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

俄烏談判看似在俄烏兩國之間進行，實
際上外部干擾不言而喻，無論美西方如何
推卸都是推脫不了的，華盛頓一些政客和
媒體散布謠言，無中生有地「甩鍋」和嫁
禍於他國，更是荒唐、可笑和可恥。

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
確的。早在烏克蘭問題惡化之初，中方就明
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3月5日，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
話時指出，烏克蘭局勢發展到今天這個地
步，是中方不願意看到的。烏克蘭問題錯綜
複雜，既事關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同各方
安全利益息息相關，既要聚焦當下危機的解
決，也要着眼地區長治久安。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方始
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
場和政策，這無可非議。中方認為，解決
烏克蘭危機，還是要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宗
旨和原則辦事。美西方國家提出，希望中
方調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此作出了表
態。中方支持和鼓勵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外交努力，願繼續為勸和促
談發揮建設性作用，也願意在需要的時候
同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旋。

中方明確主張，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
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
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

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
力都應該得到支持。這四點應該說已經表
達得十分清楚了。

習近平主席8日在同法國、德國領導人
舉行視頻峰會時表示，中方讚賞法德為
斡旋烏克蘭局勢所作努力，願同法方、
德方和歐方保持溝通和協調，根據當事
各方需要，同國際社會一道發揮積極作
用。習主席強調，我們要共同支持俄烏和
談，推動雙方維護談判勢頭，克服困難談
下去，談出結果、談出和平。

反觀美西方，尤其是華盛頓，長期以來
在烏克蘭問題上，出於自身利益需要，玩
弄各種花招陰謀，不斷扮演矛盾、衝突的
煽動者角色，既虛偽，又極不負責任。美
國一方面鼓動烏克蘭與俄羅斯對峙，引誘
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完全倒向美西
方，以圖將戰略前沿不斷向俄羅斯推進，
另一方面又時時處處計算自己的利益，隔
岸觀火，企圖避免陷入泥潭。

在戰火燃起後，美西方不斷加緊對俄羅
斯的各種施壓制裁，企圖在經濟上、金融
上、科技上將俄羅斯迫入死地。但普京領
導下的俄羅斯，豈會容忍美西方的打一國
拉一國，俄羅斯堅決反抗，讓美西方的圖
謀無法得逞。

近日，白宮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導致本已不斷高漲的國際油價進一步飆
升，有市場分析認為，不排除今後國際油
價漲到每桶180美元以上，造成又一次全
球石油危機，殃及世界經濟與民生。俄羅
斯也毫不手軟，針對美西方的加緊制裁進
行各種反制裁。對於國際社會來說，這樣
的惡性循環，顯然是全球疫情肆虐之外又
一場災難。

在烏克蘭危機加劇的嚴峻形勢下，國際
社會尤其是美西方應以世界安危為大局，
致力於勸和促談，而不是繼續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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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愛國愛港力量擔當作為開拓進取正當時
全國政協會議昨日閉幕。此次參會，心情振奮、備受激

勵、方向更明。中央始終關愛香港，始終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韓正副總理希望我

們恪盡職守、開拓進取，做好疫情防控，建設好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和國際創科中心。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寄語愛國愛港力量，要更加積極有為，在

「五個善於」外，做到「五有」，貫徹好高度自治。今年

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當前「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

落實，愛國愛港力量擔當作為、開拓進取正當時。香港上

下當團結抗疫、發揮主體作用、做好高度自治，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迎接黨的二

十大勝利召開。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敢擔當貫徹好高度自治
夏寶龍在參加特邀香港人士界別協商會議時

指出，「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從回歸前到
回歸後，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香港好，落實
中央全面管治權，不是代替特區政府的管治，
還是要實行高度自治。在涉及香港發展、穩
定、安全等重要方面，中央會及時提出指導性
意見，希望特區政府堅定執行，按照「一國兩
制」把香港治理好。

夏寶龍副主席的講話，是對特區愛國愛港力
量的激勵和鞭策。國家對香港關愛有加、真心
對香港好，這一點有目共睹。此次香港疫情嚴
峻，中央和內地各省市牽掛香港，心急如焚，

緊急開通海運、鐵路專列運送援港物資，支援
香港速建方艙醫院、派出醫療隊馳援香港，淋
漓展現「一奶同胞」的濃濃情誼。有國家堅強
後盾、強大支持，香港什麼困難不能克服？什
麼險阻不可跨越？

正因為香港的背後，始終有偉大的祖國，因
此愛國愛港力量更要無懼無畏、敢擔當勇作
為，披荊斬棘、開拓進取，貫徹好高度自治，
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既不要瞻前顧
後、議而不決，更不能推卸主體責任，拖延土
地房屋、民生艱困等問題解決。

有格局敢作為建好灣區
夏寶龍副主席寄語愛國愛港力量，要「有情

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令
人振奮、鼓舞鬥志。

去年國家面臨複雜局面和重大挑戰，依然取
得8.1%的增長，經濟總量達到114.4萬億元人
民幣，中國經濟2021年一年淨增13萬億元人
民幣，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第一次，按美元
折算，增量達3萬億美元，也是世界經濟發展
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中國經濟發展後勁足、韌
性強，國家大力穩增長，支持企業發展，僅僅
退稅減稅就達2.5萬億元人民幣，國家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今年
5.5%的增長一定能完成。國家好，香港一定
好，香港要做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文章，把建
設好粵港澳大灣區當成重中之重，不負時代、

不負重託。
當前本港疫情防控正步入全面穩控轉折點，

愛國愛港力量眾志成城、擔當作為，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支持特區政府抗疫工作，為早
日穩控疫情、與內地免檢疫通關、促進經濟民
生建設打好基礎。

春回大地、風帆正舉，今年喜迎香港回歸25
周年、黨的二十大召開，愛國愛港力量要更加
堅定地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更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周圍，做好中華兒女大團結，鑄牢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好
最大同心圓，戰勝挑戰，堅定走向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

邵家輝 立法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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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與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協商會議時表示，希望愛國者不斷加強能力建
設，特別是需要「五有」，包括有格局、有情懷、
有擔當、有本領和有作為。這不僅是夏寶龍副主席
去年7月16日講話中對愛國治港者提出的「五個善
於」標準的昇華與延續，更體現了在貫徹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過程中，中央對愛國愛港力量的要
求與定位，已經從以往的擁護者、響應者，變成了
現在的行動者、實踐者。因此，這一角色的轉變，
需要每一位愛國愛港者深刻領會、履職盡責、努力
奮鬥。

首先，愛國愛港者角色轉變是時代的呼喚。從回
歸前到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對於中央治港的
大政方針，傳統的愛國愛港力量更多地承擔着「擁
護響應」和「上傳下達」的職責。

當好「執行者」「推動者」
時移世易，隨着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和完善了

香港選舉制度，確立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要
進一步落實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促進香港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解決深層次矛
盾、改善民生，這些工作都需要愛國愛港力量走
上一線，不僅要繼續做好「宣傳員」、「講解
員」，更需要努力當好「執行者」、「推動
者」。這也是為什麼夏寶龍副主席特別強調，愛
國愛港者需要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
領、有作為的根本原因。

其次，愛國愛港者角色轉變是現實的要求。從
2019年的修例風波，到持續兩年多的抗擊新冠疫

情，香港管治水平不足逐步顯現，需要努力提升。
如果說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為提升香港管治水平做好了「頂層設計」，那麼一
大批立場堅定、有理想、有能力、有作為的愛國愛
港者充實到香港管治架構的各層級、各領域，已經
成為一種不可迴避的現實需要。

去年9月的選委會選舉和12月的立法會選舉，就
有一大批「政治新人」當選。相信假以時日，還會
有更多的愛國愛港新面孔，走上管理香港、管治香
港的崗位，用他們的智慧經驗和愛國愛港的赤子之
心，服務市民、奉獻香港、建設國家。

發揮所長奉獻國家香港
第三，愛國愛港者角色的轉變是人才奉獻香港和

祖國的歷史機遇。其實，愛國愛港力量從來都不缺
乏人才，從商界精英、業界專才，到社團領袖、基
層社工，一直都利用自己的本領和專長默默為建設
美好家園添磚加瓦。

隨着「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貫徹落實，將給予他
們更大、更廣的發揮本領舞台，只要做到「五個善
於」和「五有」要求，就一定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
自己的優勢和特長，在香港疫情防控、經濟發展、
社會穩定等方面更好發揮作用，為「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作出新貢獻。

夏寶龍副主席此次講話，需要全體港人高度重
視，更需要愛國愛港力量深刻領會，作為行動指
南。全港只有齊心協力、團結一心，香港才能早日
戰勝疫情、走出困境，「風雨過後必見彩虹」，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為中華民族復興貢獻香港力
量。

按「五個善於」「五有」要求履職盡責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空前嚴峻，減少感染、減少重
症、減少死亡是現時最緊迫的目標。達至這一目
標，既要集中醫療資源，優先救治重點人群；也要
有效防止病毒傳播蔓延，減少新增確診者。那麼當
務之急是特區政府務必全面動員，高效調配全社會
資源，透過細緻地統籌和靈活多樣的方式，促進公
立和私家醫療機構全面協作提供更加充足的醫療保
障，以及要高效發揮中央援港設施的作用，同時盡
最大努力提升長者疫苗接種率。

動員私營資源分流公院壓力
疫情爆發兩年多來，公立醫療系統一直是香港的

抗疫主力。但是目前疫情極度嚴峻，公立醫療系統
已嚴重超負荷，卻仍然無法滿足龐大需求。因而在
需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抗疫的緊要關頭，必須要
考慮如何高效動員私立醫療資源充分參與抗疫。從
全球來看，推動公共資源與民間資源合作應急的例
子比比皆是，其中新加坡鼓勵私營診所參與的PHCP
（公共衞生防範診所）體系的確值得香港參考。

在PHCP體系之下，合資格的私營診所可以自願
參與，並且能夠獲得政府在藥品、物資、培訓、資
金等多方面支持。發生重大公共衞生事件時，有關
診所會在衞生部門的指導下按照統一標準統一行
動，利用詳細、統一地診斷、轉介等協作機制，令
一般疾病盡量在診所就診而無需去醫院；還會協助
派發放藥品、注射疫苗等，從最基層開始分流醫院
壓力，避免擠兌公共醫療資源，做到公私營醫療機
構高效協作。

特區政府可以結合實際情況、參考新加坡PHCP
的模式，讓私家醫療資源更直接地參與抗疫，發揮

出最大效能。比如可以透過政府出資向私營醫療機
構購買服務的方式，直接分流公院患者，讓公立醫
院和政府診所可以集中資源治療新冠肺炎患者，必
要時可將更多公立醫院設為定點醫院，專門收治新
冠肺炎患者。

另外，同步動員香港5,000餘間私家診所參與抗
疫亦非常重要。願意參與的私家診所既可以提供一
般性的診症服務，從最基層開始分流醫院的壓力；
同時也可以參與「居安抗疫」計劃，為正在居家治
療或隔離的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派發醫療物資及提
供健康支援。

高效利用援港設施至為關鍵
內地援助香港的方艙醫院和隔離設施，總計能提

供數以萬計的治療和隔離單位，能夠大量、快速地
收治確診者及隔離密切接觸者，關鍵還在於高效利
用內地援港設施。有關設施目前多數仍然在緊張建
設中，所以在此期間，特區政府必須提前做好使用
方面的規劃，各部門加強協作，提前編排好入住人
員名單，安排好人員轉送、物資供應等一系列入住
細節，確保一旦啟用便能快速入住。

對抗嚴峻的疫情，需要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
接種疫苗是保護生命健康，為阻斷疫情傳播贏得
時間最有效的方法。最新數據顯示，第五波疫情
已經導致超過兩千人死亡，其中多數為長者，年
齡中位數為85歲，而未接種或未完成接種疫苗的
死亡率為已完成接種的28倍。這些都說明，迅速
提高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已經刻不容緩，務必集中
資源，推出包括居家上門接種在內的多樣化方
式，促進長者接種。

加強公私醫療合作抗疫
丁良輝 香港福建商會理事長 思路研究會創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