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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百人宴 特首：不偏不倚處理
再添一宗初確 11官員須居家檢疫

多名政府官員曾在本月3
日出席一個百人宴會。政府發
言人昨日表示，鑒於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公布的新型冠狀病
毒初步陽性檢測個案中，發現
再多一名人士曾在3日晚上出
席多位政府官員曾參與的宴
會，為慎重起見，8日已被解
除檢疫令的11名相關政府官員
將用其自身假期在家自我隔
離，直至完成多次強制檢測
後，才可恢復上班。當局亦正
就相關官員出席宴會的行為進
行調查；在調查工作完成後，
行政長官會不偏不倚對有關官
員採取適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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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
駐香港部隊新聞發言人吳韜上校日
前發布駐香港部隊新任司令員任職
消息：近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簽署命令，任命武警部隊副參謀長
彭京堂少將為駐香港部隊司令員。
南部戰區司令員王秀斌上將日前宣
布了這一任命。

捍衛國家主權維護香港繁榮
新任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

少將表示，將與駐軍全體官兵一
道，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
習主席指揮，全面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依法履行防務職責，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堅定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
長治久安。

▲▲灣景中心一間西班灣景中心一間西班
牙餐廳的大型聚會再有賓牙餐廳的大型聚會再有賓
客初步確診客初步確診，，1111名曾出席名曾出席
的官員須在家自我隔離的官員須在家自我隔離。。

大公報記者凱楊攝大公報記者凱楊攝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曾在本月3日出席一個百人宴會，因席上有確診
患者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於6日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
隔離。繼日前發表道歉聲明之後，徐英偉昨天再次透
過社交媒體向市民道歉。他表示，自己作為民政事務
局局長，雖不時要貼地聯繫各界人士，但在防疫抗疫
的工作中也有任務，應當以身作則，又指官員不是普
通市民，對自己應該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在抗疫
的最緊要關頭，應當婉拒邀請。

徐英偉表示，自己愧對市民大眾對他的信任和期
望，也損害了抗疫大局。他承諾日後一定會加倍審
慎，緊記今次的教訓，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亦願意承
擔以及彌補，又說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必須團結一
致，對付新冠病毒這個共同敵人，堅決打贏疫戰。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昨亦發表道歉聲明，承
認自己曾短暫出席該宴會。他指自己於當晚七時許離
開，且有使用 「安心出行」 ，及在入場時出示了新冠
疫苗接種紀錄。他強調，自己在疫情嚴峻期間不應該
出席宴會，承認自己 「敏感度不足」 ，並承諾會汲取
教訓，日後加強警惕。

徐英偉陳積志致歉
承諾日後加倍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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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支持林鄭負責任決定 官員要以身作則

團結抗疫 新冠是共同敵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香港當前面

臨嚴峻的抗疫形勢，部分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
日前出席大型聚會，造成不良影響引發社會關
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重申，抗疫須要社會
齊心協力，政府官員更應以身作則，嚴守紀律，
時刻保持高度警覺，避免參與高風險活動。多名
本港政界人士強調，管治隊伍的每一名成員都肩
負重要使命，要以今次事件為戒，深刻反省，做
好表率，帶動市民一齊對抗新冠病毒這一共同敵
人。大家相信，只要社會各界攜起手來，香港定
能戰勝新一波疫情，經濟社會繼續向好發展，市
民生活回歸正軌，良政善治穩步推進。

提升管治能力為民服務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同意特區

政府嚴肅處理相關事件，涉事官員、議員等亦應
真誠道歉，相信社會各界都期盼他們能夠從今次
事件中汲取教訓，今後在各自崗位上繼續做好防

疫抗疫工作。他認為，爭取本地確診個案早日清
零，是全港社會的共同心聲，這離不開完善監管
機制、嚴格執行外防輸入等必要舉措。全港各界
應團結一致向前看，齊心抗疫，推動兩地間盡快
通關。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直言，疫情防控任務
當前，無論是公職人員還是各行各業的從業者，
都不可放鬆警惕。 「新選制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
順利舉行，特區第七屆立法會議員順利產生，整
個管治隊伍要更加齊心，展現充滿正能量的團隊
精神，做好表率，帶動市民一齊對抗新冠病毒這
一共同敵人。」 他認為，所有管治者都要以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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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黃玉
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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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中央對立法會議員的期盼，

也是對全體特區管治者的要求。他說，管治團隊
的每一位成員都肩負重要使命，一言一行要有分
寸、有擔當，切不可辜負全社會的殷切期望，
「要從今次造成負面影響的事件中汲取經驗和教
訓，今後更加嚴於律己，為香港盡快走出疫境貢
獻力量。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地做好 『民意
代言人』 ，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
急、解市民之所困。」

管治者應高標準嚴要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委會委員盧瑞安認

為，管治者要對堅持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不忘
初心以身作則，全心全意服務好市民，齊心協力
建言獻策，同時間賽跑，着手解決一系列深層次
矛盾問題。

他堅信，只要社會各界攜起手來，香港定能
戰勝新一波疫情，經濟社會繼續向好發展，市民
生活回歸正軌，良政善治穩步推進。

政府發言人指出，由於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經進一步調查後，早
前涉及一名曾在1月3日晚上六時至八時出席上述
宴會的53歲女子的陽性檢測個案，並非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個案，因此中心已解除於該晚九時半
前已離開宴會的人士的檢疫令，當中包括11名
政府官員。

三官員仍於竹篙灣檢疫
發言人續指出，至於當晚9時30分後出席宴

會的另外三位官員，即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宏及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馮
英倫，目前仍需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檢疫。

政府發言人表示，為把可能出現的傳播風險
減至最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命令上述11名
政府官員繼續用其自身假期在家自我隔離，並須
按衞生防護中心1月7日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規
定，在1月10日、15日和22日接受檢測，全部檢

測結果確定為陰性後，方可恢復職務。在這段期
間，早前公布的相關署任及兼任安排會繼續生
效，確保政府日常工作不受影響。

政府發言人重申，抗疫須要全社會齊心協
力，政府官員更應以身作則，嚴守紀律，時刻保
持高度警覺，避免參與高風險活動。按行政長官
要求，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及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正就相關官員出席宴會的行為進行
調查；在調查工作完成後，行政長官定會不偏不
倚對有關官員採取適當行動。

做好頭等大事 齊心協力打贏疫戰
變種病毒來勢洶洶，香港處於第

五波疫情大爆發的前夜。能不能守住
抗疫防線，能不能及時切斷社區傳播
鏈，考驗特區政府，更考驗全體港
人。從政府到社會各階層市民，都須
提高警惕，加強防疫意識，更要積極
落實、配合、支持一系列防疫舉措。
唯有齊心協力、群策群力、多方發
力，香港才能戰勝疫情。

昨日香港新增33宗新型冠狀病毒
陽性個案，包括27宗輸入個案、5宗與
輸入個案相關，一宗源頭未肯定，並
錄得逾20宗初步陽性個案。數據充分
說明，疫情已在社區廣泛存在，香港
面臨非常嚴峻的形勢，稍有不慎，任
何環節出了漏洞，都可能導致病毒全
面擴散的災難性後果。

出現第五波疫情，根本原因是由
於放鬆了警惕、防疫思維鬆懈所致。
國泰空少空姐違反防疫禁令，擅自外
出用餐，給果一傳十、十傳百，引發
嚴重後果。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為
什麼國泰再三出現播疫問題而未能得

到遏止？而有關部門為何一直下不了
決心收緊機組人員隔離要求？該強化
的沒有得到強化，該收緊的沒有得到
收緊，該對接內地有效機制的做法也
沒有得到徹底的落實。正如眾多輿論
所指出的，如果早就保持高度警惕，
放下傲慢與偏見，不存僥倖，真正把
抗疫當作頭等大事對待，怎會出現眼
前的狀況？

吸取教訓，舉一反三，才能扭轉
抗疫局勢。對於特區政府而言，必須
採取更有力舉措。從收緊隔離政策、
加強檢疫，到提升流調溯源機制工
作， 「全流程」 有效防控，才能真正
做到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不僅
如此，更要因應形勢變化果斷出擊。
鑒於當前出現數十宗本地感染個案，
應積極參考內地有效做法，進行一次
全民檢測，篩查出 「漏網之魚」 。儘
管所需人力物力龐大，但這是及時切
斷社區傳播鏈的最有效舉措，不應再
猶豫不決。

另一方面，對於香港社會而言，

團結一致抗疫是每位香港市民的責
任。疫情一波接一波，市民出現抗疫
疲勞，但決不能因此鬆懈。政府加強
防控，取消食肆晚上堂食對市民造成
不便，應當理解。更重要的是，嚴格
執行隔離要求、嚴格使用 「安心出
行」 、嚴格保持社交距離，積極主動
接種疫苗，唯有如此才能築牢抗疫防
線。值得一提的是， 「生日宴事件」
政府正依法依規處理，相關人等也已
作出誠懇道歉，對此不應過分解讀，
防止泛政治化干擾抗疫大局。

抗疫是香港頭等大事，在病毒面
前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防疫做得不
好，每位市民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有
效遏止疫情傳播，港人的安全與健
康、社會的正常運作才能得到保障。
政府必須調整思路，採取一切有效手
段抗擊疫情。社會大眾也應積極配
合。未來兩周是抗疫的黃金時期，香
港要安然渡過這場危機，就必須團結
一致，群策群力，對付新冠病毒這個
共同的敵人！

必須追究國泰責任

聞 風

因國泰機組人員違反檢疫要求，
短短數日內引爆第五波疫情，香港過
去兩年來的抗疫成果毀於一旦，廣大
市民過去所付出的努力付諸東流。痛
定思痛，需要堵住漏洞，更需要嚴懲
違規者以儆效尤。

Omicron變種病毒全球肆虐，美
國一日之內新增一百萬宗個案，如此
嚴峻形勢國泰不可能不知道，但仍無
視應盡的責任義務，放任員工違法違
規。而在釀成大禍後，國泰炒掉了涉
事員工，但真正要負責任的管理層卻
不見任何懲處。

事實上，機組人員得以透過 「客
機去、貨機返」 方式避檢，國泰高層
事前不可能全不知情，至少也應該獲
其部分人首肯才能這樣做。

國泰作為一間本地大企業，在全
民抗疫上必須履行社會責任，遑論其
在疫情初期已獲政府近300億資助。
如今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難道可以
輕描淡寫地用 「疏忽」 二字蒙混過去
嗎？

至今五波疫情中，至少三波都與
國泰有關，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這不只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企業管
理的問題。正如有旅遊界人士指出，
政府絕對不能再偏袒國泰， 「當初國
泰就是以檢疫需要大量員工工作，成
本過高為由申請豁免，但事實證明他
們的一再疏忽，導致全港人陪葬，成
本遠超一家國泰公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專門召見
國泰高層，作了嚴厲訓斥，表達了政
府嚴正態度。但這並不足夠，除了要
以《預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
工具及到港者）規例》刑事檢控涉事
國泰空少外，也要對國泰管理層採取
相應行動。

此次國泰事件教訓深刻，包括特
區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都須拋棄僥
倖心態，在機組人員和海外抵港人士
方面，決不能再允許任何 「例外」 情
況。而除了國泰外，更要深思是否還
有其他仍未堵住的防疫
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