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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抗疫怪圈

回歸民主發展正道 展現議會新風貌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了
保障香港民主制度在 「一國兩制」 框
架內、在憲法和基本法軌道上更健
康、更順利地向前發展。實踐表明，
新選舉制度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彰顯，
形成了特區選舉的新氣象新文化，也
迎來了構建優質議會民主的新契機。
堅定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
落實中央 「五點希望」 ，新一屆立法
會一定能開創新的風貌，推動早日實
現良政善治。
「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民主發
展」 白皮書，正本清源，講清楚了中
央是香港民主制度的設計者、創立
者、維護者和推進者。由中國共產黨
及中國政府主導的 「一國兩制」 下的
香港民主道路，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
正道，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香港不
僅享有民主，困擾香港多年的經濟民
生問題才能得到真正解決， 「一國兩
制」 才能行穩致遠。
事實上，以往香港出現種種亂
象，究其根本原因，是沒有貫徹好

「一國兩制」 、沒有落實好 「愛國者
治港」 。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
澤昨日指出，香港社會在重大的政治
法律問題上缺乏共識，特別是在一些
執行基本法的 「持份人」 和所謂的社
會精英中，不僅存在着各種對 「一國
兩制」 的偏見、誤解，而且其中有些
人還散播種種有意曲解特區憲制基礎
及憲制秩序的謬論，為反中亂港勢力
興風作浪提供思想武器，其危害之
大，已為在香港發生的 「顏色革命」
所證明。
中央果斷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及建立相關配套制度，正是為了堵
塞原有制度中為反中亂港勢力利用以
滲透奪權，進而破壞、動搖特區的憲
制基礎的漏洞和缺陷，全面落實 「愛
國者治港」 原則，確保管治權牢牢掌
握在愛國者手中。完全有理由相信，
圍繞香港新選舉制度建立的一整套制
度、體制、機制將為香港民主的長遠
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為良政善治
和長治久安創造有利條件，為維護、

鞏固香港特區憲制基礎及憲制秩序提
供有效制度保障。
當然，中央主導香港民主發展，
並不意味着香港民主發展是 「內地
式」 ，而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資本
主義民主。新選制下的第七屆立法會
選舉，從候選人背景多元，到競選期
間的理性之爭、君子之爭，再到當選
者的 「五光十色」 ，都充分證明了這
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優質民主。
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新一屆立法
會，今日將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備
受各界矚目。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對全體立法
會議員提出 「五點希望」 ：做立場堅
定的愛國者、行政主導體制的堅定維
護者、真正的民意代言人、高素質的
管治者和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這
既是中央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也是
香港市民的熱切期盼。各界相信，落
實好 「五點希望」 ，新一屆立法會一
定能展現理性論政、積極作為的全新
面貌，開創優質議會文化新時代。

變種病毒Omicron本地確診個案
持續增加，社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
鏈，第五波疫情不斷擴大。面對嚴峻
形勢，特區政府除了要強化一系列疫
情防控舉措外，也要積極完善既有抗
疫機制。只有真正築牢防線，香港才
能走出周而復始的抗疫怪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布一攬
子抗疫舉措，包括：所有幼稚園及小
學暫停面授及學校活動、降低科興疫
苗接種年齡至5到11歲、疫苗接種中
心增至14間，以及推出第五輪抗疫基
金等等。這些措施都回應了當前抗疫
最迫切之處，例如解決 「長者打針
難」 及 「兒童無針打」 問題，而受疫
情衝擊最大的食肆、旅行社等行業，
有望在政府支援下渡過難關。
特區政府從善如流，應對新一波
疫情反應迅速，措施有力，展現了高
度負責任的態度，值得肯定。然而，
也要清醒地看到，香港抗疫並非盡善
盡美，在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方
面仍然存在未填補的漏洞。

實際上，無論是又一城 「望月
樓」 群組還是其他個案，都有人承認
沒有掃 「安心出行」 ，都有無法聯絡
的密切接觸者，甚至連具體出席活動
的人數都難以確定。同樣的問題，過
去四波疫情已一再出現，這足以反映
出問題的關鍵。靠自律掃碼是靠不住
的，欠缺自動追蹤功能的 「安心出
行」 也無法令人安心。抗疫需要自律
和他律兼備，而以健康碼取代 「安心
出行」 才是長遠的出路。更重要的
是，必須建立全民檢疫、有效追蹤、
妥善診治的恆常機制。
香港抗疫之路反反覆覆，面對內
地現成的抗疫經驗卻扭扭擰擰，根源
在於過分強調香港特殊性，教訓深
刻。愈來愈多市民認同香港需要借鑒
內地經驗，特區政府也採取了積極舉
措。當香港最終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抗
疫機制時，則不論外圍疫情如何變
化，都可以沉着應對，所以必須調整
抗疫思路。

龍眠山



流動採樣站逾千人排隊 有住戶等四小時

屯門疫慌 全港高危區料增至11個
屯門區的新冠肺炎患者數目增加，涉違規國泰空
少的群組至少有七名屯門居民中招，包括屯門愛定商
場 「東亞大藥房」 老闆再有家人染疫；而一名於竹篙
灣檢疫中心任職女保安的屯門居民昨日初步確診，屬
於涉無源頭本地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懷疑，屯門有隱
性傳播鏈。屯門區多處被納入強制檢測，有流動採樣站
前長龍逾千人，有住戶排隊四小時等候檢測大感不滿。食物
及衞生局宣布，今日起在區內設10處檢測點供市民檢測。
香港理工大學團隊利用大數據分析預測，Omicron新冠變種病
毒未來七日在本港的平均發病風險上升，高風險地區將由現時的屯
門、銅鑼灣等6個地區，增至11個地區。

變種暴
風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鍾怡
該名51歲竹篙灣女保安員居住的屯
門寶田邨第三座，昨晚被圍封強檢。她
在竹篙灣主要負責派送物資及協助受檢
疫者搬運行李，工作時有穿保護衣，曾
於貨櫃內用膳，一同用膳的同事須檢
疫。她於10日發燒且檢測呈陽性，潛伏
期多數在屯門市中心活動。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示，不少患者居住於屯門，懷疑區內
有隱性傳播鏈。該患者會暫列感染源頭
未明，因她在檢疫中心工作，不排除於
工作期間受感染，抑或屬屯門區內社區
傳播，需待基因排序確定。

傳播力勁 戴口罩都中招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早前曾警告，由於有較多機組人員在
屯門區居住和活動，提醒屯門區內市民
高度警覺。
屯門愛定商場 「東亞大藥房」 男東
主一家四口中招，確診東主及女兒的病
毒基因分析，與引爆望月樓感染群組的
國泰違規空少一致。張竹君說，翻查閉

銅鑼灣傳播鏈

路電視發現，空少曾光顧該藥房，逗留
約五分鐘，不排除由於Omicron的傳播
力較高，雖然有戴口罩，也造成接觸傳
染。
藥房男東主的20歲女兒在銅鑼灣崇
光百貨公司兼職上班，崇光百貨YSL櫃
枱有多一名職員中招，但兩人並不相
識。新中招職員住將軍澳安寧花園，是
44歲印傭（第12903宗）僱主家人。
屯門區多處被納入強制檢測後，不
少住戶到安定友愛社區中心的流動採樣
站排隊檢測，輪候人龍昨午橫跨整個屋
苑，估計超過2000人。有市民因等待逾
四小時大為不滿，亦有人建議政府分流
檢測，以降低聚集風險。
理大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
院院長史文中及其團隊研發的模型預
測，昨日本港高危地點包括屯門、大
埔、九龍塘、北角、銅鑼灣及跑馬地，
未來一周料新增荃灣、沙田、九龍灣、
觀塘及元朗。全港風險料由昨日的
0.66，升至1月17日的0.77。
史文中建議政府，加強高危地區的
疫苗和檢測資源，例如重開天暉路體育
館、友愛體育館及聖保祿醫院的
疫苗接種中心。

62歲母親
（維園跳舞群組，
第12754宗）

28歲國泰空姐
子

（第12676宗）

43歲女舞友印傭

母

（第12805宗）

3歲童
（第12911宗）

32歲女僱主
人

家

（第12903宗）

崇光YSL女職員
（初確，未打針）

44歲空少

屯門區
10個檢測點位置
社區檢測中心
屯門兆麟社區會堂（今日至18日，上
午8時至晚上10時）

流動採樣站

（住屯門嘉
悅半島，第
12611宗）

購物

51歲女保安員

「東亞大藥房」店東

（住屯門寶田邨，在竹篙
灣隔離，無源頭）

（藥房位於屯門友愛
邨，第12966宗）

今日至14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青田遊樂場*
•大興社區會堂
•新和里遊樂場
•蝴蝶灣社區中心
•龍逸社區會堂

45歲妻子

今日至18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友愛體育館
•友愛足球場

11歲兒子

20歲女兒，在崇光
任兼職女售貨員
（第12945宗）

今日至21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安定／友愛社區中心地下
有蓋操場
•建生社區會堂
*1月12日，下午2
時至晚上9時
註：所有屯門居民
及工作人士均可免
費檢測。
資料來源：
食物及衞生局
▶《大公報》在1月5日
重點報道屯門爆疫，居
民人心惶惶。
▶染疫女保安居於屯門寶田邨，第3座昨晚圍
封強檢。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張竹君：私家醫生應提醒病人做檢測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
掀起本港第五波疫情的國泰空姐、空
少群組染疫的52人中，涉及12個家庭
群組。當中空少群組中的愛定商場東
亞大藥房東主一家四口染疫，昨日初
步確診的母子二人曾發燒求醫，但未
獲安排檢測。

藥房東主妻兒均初確
44歲印傭

（第12969宗）

▼銅鑼灣崇光
百貨先後有一
名兼職女
售貨員及
一名YSL
女 職 員
染疫。

屯門傳播鏈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提醒醫生，要提高警覺，為有可疑
病徵的病人安排檢測，有病徵的市民
亦不要輕視，盡快看醫生和檢測。

空少群組中涉及的四個家庭群組
中，東亞大藥房東主（第12966宗）
一家四口均中招。他的45歲妻子和11
歲兒子昨日初步確診，男童就讀於博
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
禧小學六年級，他最後回校是上周
五，學校暫停面授課堂至另行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該對母子二人均曾發
燒並到黃金海岸向張思敏醫生求醫，
但未進行檢測。
一家五口染疫的王詩雅在攜友人
到訪百人宴前，曾在干諾道西一處飲
食。張竹君昨日表示，早前說錯地

址，正確地址應是干諾道西155號，
而非115號，該處為非公開地方，當
日除赴往百人宴的五人外，同場亦有
七至八人已送往檢疫。
另外，住安寧花園的44歲印傭
（第12903宗）和住大埔美新大廈的
51歲印傭（第12854宗）各涉及四人
染疫，兩群組昨日分別增加一名初步
確診者，分別為銅鑼灣崇光百貨YSL
員工及40歲患者，前者主要在倉庫後
面工作，後者曾到日出康城地盤巡
查，並在上周三亦去過佐敦明珠廣場
10樓做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