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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特首負責任決定 團結一致同心抗疫
香港面臨嚴峻的抗疫形勢，但多名高官及部
分立法會議員仍然出席大型聚會，造成惡劣影
響，嚴重損害了公眾信心。這些官員和議員缺乏
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辜
負了市民的期待和重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
下令有關官員立即暫停履行職務。這是負責任的
決定，是為維護良政善治所做的努力，應該得到
堅定支持，對於涉事官員依據具體情節和法規，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一場生日宴會，引發一場疫情危機，這是不
應該發生的事情。在變種病毒Omicron進入社區、
望月樓群組擴散之際，在本港第五波疫情爆發處
於臨界點的嚴峻情況下，部分政府官員及立法會
議員竟然出席大型生日派對，與會者多達一百八
十多人。這些與會的政府官員不知分寸，在錯誤
的時候，去了錯誤的地方，做了錯誤的事情，損
害了抗疫大局，更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教訓極
為深刻。
雖然相關官員陸續作出深刻檢討，並為自己
的行為向社會大眾作出誠懇道歉。但這不代表所

犯錯誤、造成的惡劣影響可以因此而消失。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日前作出決定，指示特首辦主任陳
國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負責調查相關官
員有否違反紀律；並強調，政府官員應以身作
則，避免參與高風險活動。在完成調查後，她會
對官員採取適當行動。
抗疫是當前頭等大事。也許有人對被批評仍
然心有不甘，但在病毒這個當前最大的敵人面
前，政府官員展示出來的如果不是打仗狀態，而
是熱衷於參加交際應酬，熱衷於搞關係，以這樣
的觀感，如何動員民眾打疫戰？如何取信於民？
更不用說生日派對上的人士不戴口罩四處走動、
引吭高歌等，既涉違規，又容易傳播病毒。官員
不是普通市民，對自己應該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
求。特首作出的懲處決定，非常及時也非常正
確，是維護抗疫大局、推動良政善治的必要之
舉，是維護管治威信的必要之舉，得到了香港各
界的強烈支持。對於涉事人員，依法依規該怎麼
處理就怎麼處理，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公眾的信
任，才能起到應有的警示作用。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日前在會見新一屆立法會部分議員時提出 「五點
希望」 ，其中之一是 「要勤勉、務實、貼地、廉
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 、 「全心全意為750萬
香港市民服務，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
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 。這固然是對立法會議
員所說，也是對全體特區管治者的要求。所有管
治者都要以此次事件為戒，深刻反省，擺正位
置，努力提升管治能力，真正做到為民服務。
一方面要嚴肅處理 「百人宴」 事件，另一方
面也要繼續追究本輪疫情大擴散的 「元兇」 。國
泰空少違反禁令外出用餐，以及另一個國泰 「空
姐群組」 ，至今已導致病毒 「第五代」 傳播、數
十宗感染，對社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事實
上，早在去年11月已爆發國泰3名機師違反禁令事
件。國泰航空一而再、再而三播疫，反映企業管
理出現嚴重問題。涉事空少已被辭退，但必須依
法作出刑事追究，以儆效尤；同時也要對國泰管
理層問責，否則難保不會再出現新的 「空姐空少
群組」 。

香港因防疫鬆懈引發疫情反覆，教訓深刻，
特區官員必須痛定思痛，知恥後勇，向市民交出
更好的成績單。如何在最短時間內阻斷社區傳
播，這方面沒有捷徑可走，內地已經提供了最有
效經驗。內地至1月7日新增95宗本地確診病例，
當中包括鄭州市24宗，以及深圳市的2宗。這兩個
城市是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呢？鄭州市6小時
內進行第2輪全民核酸檢測，1260萬人完成核酸採
樣；深圳市2宗出現在羅湖及龍崗，結果當即對這
兩個區的512萬人進行檢測。上述兩市成功在最短
時間內找到個案、第一時間切斷傳染鏈，這才是
真正的 「快、狠、準」 ，值得香港學習。關鍵是
香港有沒有這個決心？香港社會能否積極配合？
香港如今正處在第五波疫情的初期，也是抗
疫的最緊要關頭。參照西方Omicron傳播的數據，
一旦防控疫情失敗，病毒全面蔓延，很可能導致
數十萬香港市民感染。香港再也不能對疫情抱以
僥倖心態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必須正視問
題，團結一致，對付新冠病毒這個共同敵人，堅
決打贏疫戰，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百人宴涉違防疫 食環署徹查
港台女主持假陽性 部分官員議員撤銷檢疫

變種暴
風

白 韞 六（右 圖）及 黎
▼▲
棟 國（左 圖）昨 晚 坐 車 離
開竹篙灣檢疫中心。

部分官員就違反防疫道歉
官員

百
▼人宴八十名密切接觸者日前被
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包括多
名官員和議員。
資料圖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在灣仔
一間西班牙餐廳舉行的生日百人宴，
原本被列為初步確診的港台女主持
楊子矜，經專家調查後認為檢測
結果屬於假陽性，相信她的樣本
是受其丈夫醫生朱偉星診所的殘留
疫苗病毒污染，她並非染疫。百人宴
有逾180名賓客，截至昨日早上，80名密切接
觸者包括多名政府官員已被送往隔離檢疫，因
應楊子矜並非感染個案，逾10人可獲撤銷檢疫
令，昨晚開始陸續離開竹篙灣檢疫中心。
因應初步資料顯示，百人宴可能涉及違反
防疫規定，包括有人除口罩唱歌，有人離枱時
無戴口罩等，食物環境衞生署正全面調查，包
括食肆負責人、員工和出席宴會者，是否有人
違反法例。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百人宴於上周一（3日）傍晚六時
開始，長達數小時，原本涉及一名確診
者，即是中環 「榮源茶行」 的37歲女職
員（據悉是香港菁英會前執委王詩
雅），和初步確診的楊子矜。37歲女患
者於當晚9時30分後才出席宴會，楊子
矜於傍晚6時許到場，9時半前已離開，
其間曾於8時許短暫離開。
楊子矜沒有病徵，已完成接種三針
新冠疫苗。衞生防護中心再化驗她的樣
本，發現帶有與疫苗病毒株脗合的
D614D病毒株。而其丈夫朱偉星的診
所，有為市民接種科興疫苗，衞生防護
中心聯同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下午2時
左右前往朱偉星醫生診所調查。

受診所疫苗樣本所污染
調查發現，朱偉星於上周四（6
日），用存放於其醫生診所的樣本套
裝，在一個實驗室的廁所內，為楊子矜
抽取樣本。而在當日，其診所有為13名

市民接種疫苗，因此相信過程中可能出
現環境受到疫苗污染的情況。
「醫生打針前後已做好洗手、消
毒，但環境不會即時清潔，故放工時仍
有疫苗殘留在枱面以及周圍環境。」 袁
國勇說，楊子矜入院後的兩次樣本都呈
陰性，血清無抗體反應，肺部清晰，所
以相信她的檢測結果屬於假陽性。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朱
偉星診所乾淨且管理良好，但醫生為病
人注射的過程中，很難避免抽樣樽負
壓，可能令疫苗氣花漏出，令環境污
染。
百人宴有超過180人出席，包括13
名政府官員、20名立法會議員。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
當晚9時半前離開宴會的人，一度因為
楊子矜初確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的人
中，截至昨日早上有10人已被送至檢疫
中心，他們稍後會獲撤銷檢疫令並離開
檢疫中心。
至於當晚9時半後仍留在宴會上的

【大公報訊】社區爆疫
嚴重，近日在社交平台有爆料
稱，有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員租
遊艇，為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處
長方學誠搞慶祝活動，有數十
人參與遊艇聚餐。土木工程拓
展署回覆查詢表示，出席午餐
人數有22人，方學誠在事前
對整個安排並不知情。
有網絡圖片顯示，一班
人拉着 「熱烈恭賀方學誠先生
出任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橫
額，內文寫有人搞聚會賀方學
誠升職，還要租遊艇慶祝，質
疑政府高層無視限聚措施。有

關帖文與圖片在網上瘋傳，引
起網民批評與熱議。
土木工程拓展署回應
指，當日參與活動人士自費租
用遊艇，並安排外賣食品，邀
請方學誠在遊艇上午飯，而方
學誠事前不知情。局方亦指，
該遊艇載客量為55人，出席
午餐人數有22人，午飯後土
木工程拓展署東涌社區聯絡中
心員工在戶外空間參與合照，
在場人士全程均有佩戴口罩。
拓展署表示，已再次提
醒所有同事，必須提高警覺，
配合防疫抗疫工作。

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除帶
▼
了大量杯麵和小吃，還帶備了《大公報》和《文匯報》作
為精神食糧。
何君堯 圖片

土木署認22人遊艇聚餐

約100人當中，截至昨日早上，逾80人
已被送入檢疫中心接受21天隔離，其家
居接觸者亦需進入檢疫中心隔離14日，
直至確保所有人測試為陰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廉
政專員白韞六及立法會議員黎棟國昨晚
離開竹篙灣檢疫中心。
袁國勇表示，本港已有隱形傳播
鏈，除了首要做好邊境的外防輸入，更
要明白 「久守必失」 ，室內場所更難免
有通風 「死角位」 ，每個人都有責任戴
好口罩，並減少參與需除口罩、或大型
的室內聚會。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一
個電台節目表示，出席宴會的人要反
思，在抗疫關鍵時期，全港市民無論在
什麼崗位，都要謹守防疫。衞生防護中
心的個案追蹤辦公室每日疲於奔命，追
蹤個案及密切接觸者，當前急務要盡快
截斷傳播鏈，希望市民減少外出，政府
內部會研究是否在 「安心出行」 應用程
式增加追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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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時間

內容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1月6日

我需為錯誤行為負責，在此向中央、特首、問
責團隊、同事及市民致歉

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

1月6日

對沒有小心謹慎遵守防疫措施致歉，表示會汲
取教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副局長陳浩濂

1月7日

香港現時疫情嚴峻，就事件為抗疫工作帶來額
外負擔向社會致歉，並會以後視防疫為重中之
重，加緊警惕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

1月7日

本人對於事件為全港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致歉

廉政專員白韞六

1月7日

衷心向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廉政公署同事和
全港市民鄭重致歉

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宏

1月7日

對事件帶來額外負擔及造成困擾，為此衷心向
全港市民致歉，並深切反省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局長政治助理張曼莉

1月8日

警覺性及敏感度確實不足，就事件為抗疫工作
帶來額外負擔向社會深切致歉，汲取教訓，以
後定必加倍警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

1月8日

就事件為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向社會致歉，
已汲取教訓，往後加倍警惕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暉

1月8日

就事件為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向社會致歉，
並已汲取教訓，往後加倍警惕

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蕭嘉怡

1月8日

為全港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向社會致歉，並
已汲取教訓，日後加倍警惕

議員對違反防疫致歉
議員

時間

反思

1月8日

作為立法會議員，自當為市民樹立榜樣，但反而對全社會抗疫造成不良
影響，深感歉意

1月7日

出席該聚會活動引致風險，深感防疫警惕性不足，引起大家擔心和批
評，我會深刻反省，深表歉意

1月8日

我再次為出席今次活動而引起對防疫工作造成額外負擔鄭重致歉

葛珮帆

1月8日

作為立法會議員，自當為市民樹立榜樣，但反而對全社會抗疫造成不良
影響，我深感歉意

邱達根

1月7日

往後將會更加小心，並會進一步提高防疫意識，以免影響履行立法會議
員職務

1月7日

往後日子，定會加倍小心，提高防疫警覺，以免影響立法會工作

1月8日

我深深明白連日來公眾對事件的關注及憂慮，對曾經身處人多密集的聚
會，並影響防疫工作，再一次鄭重致歉

黎棟國

1月8日

作為立法會議員，自當為市民樹立榜樣，但反而對全社會抗疫造成不良
影響，我們深感歉意

陳沛良

1月7日

對事件當前進展情況深表憂慮及歉意，日後，本人會再次提高防疫意
識，減少不必要的活動聚會

容海恩

1月8日

作為立法會議員，自當為市民樹立榜樣，但反而對全社會抗疫造成不良
影響，我們深感歉意

陳家珮

1月8日

作為立法會議員，自當為市民樹立榜樣，但反而對全社會抗疫造成不良
影響，我們深感歉意

吳傑莊

1月7日

我完全明白公眾對事件的關注，我亦應對多人地方及聚會更有警惕。就
此我對影響防疫工作和公眾憂慮真誠致歉

譚岳衡

1月7日

對於曾前往人多密集的私人場所、給公眾帶來憂慮真誠致歉

洪 雯

1月7日

向全港市民由衷及鄭重道歉，會反躬自省，不讓類似事件再發生

林智遠

1月7日

抱歉影響了防疫工作，以後會加倍小心

林 琳

1月8日

我定當深切反思，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的防疫後續工作

何君堯

1月7日

對所有受感染人士表示關心和問候，多謝大家關心

霍啟剛

1月7日

明白公眾對事件的關注及憂慮，對曾經身處人多密集的聚會現場並影響
防疫工作致歉

郭玲麗

1月8日

本人在敏感度不足的情況下出席宴會，加重了防疫部門的工作，深感抱歉

林順潮

1月8日

因疫情肆虐期間參加了這次的聚會，為防疫控疫工作增添了麻煩，謹此
向公眾及受影響的人士致歉

梁毓偉

1月8日

我日後一定恪盡職守，嚴於律己，自覺接受民眾的監察和督促，不辜負
民眾的期望

郭偉强

1月8日

對於加重了防疫部門的工作負擔，以及未有為公眾樹立抗疫榜樣，本人
謹鄭重向防疫工作人員和廣大香港市民致歉

陳仲尼
周文港

陸瀚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