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Omicron肆虐，無論是內
地還是港澳都受到疫情嚴峻的考驗。
中國防疫政策精準有效，備受國際
稱道；而上海更是防疫成功的典範，
因為她既可以有效防疫，亦可以做

到不影響經濟發展。筆者希望有關部門可以借鑒上海經驗，
而不是一開始斷言香港做不到。上海能精準防控而不影響
經濟，關鍵就是其高效的流行病調查做法，和病毒的傳播
搶時間。相關流調隊約3000多人，全部經過訓練，能以最
短的時間，以對市民影響最小的方式完成流調工作。

「2+4+24」高效流調是成功關鍵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上海的處理方法一共分為三步：
第一步是市民健康碼的快速排查；第二步是 「2+4+24」
高效處理；第三步是成立流調隊。正是這三步，使得上海
可以在疫情當前下維持經濟和民生，值得香港參考與學習。

「快」 是上海成功抗疫的核心。疫情發生後的第一個
24小時是 「黃金24小時」 ，在這個過程中，上海要求各部
門同步做好流行病學調查、隔離管控、核酸篩查等工作，
做到 「事不過夜」 。快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是防止
疫情傳播的核心。

關於健康碼的排查問題，在發生疫情後，上海可以利
用大數據，準確找出依照市民的健康碼出行記錄進行疫
情溯源。上海的紅碼、黃碼、綠碼機制也是抗疫成功之
處。

上海很早就形成了一個 「2+4+24」 的要求，即2小時
以內流調隊員到達現場，將確診者送到隔離中心；4小時
完成核心的流調信息調查並完成檢測，並找出所有緊密接
觸者（即紅碼人士）送去隔離中心；24小時要查清所有緊
密接觸者的接觸者（即黃碼人士），以便找出所有隱形傳
播者完成檢測。檢測陰性的人士方可有限度點到點上班或
在家工作，但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到處走動，隨
街播毒。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高效率的流調工作下，上海並
沒有進行全民檢測，亦沒有大規模封城，市民的生活及經
濟大致正常，可把疫情對市面及民生影響減至最低水平。

上海的成功經驗，香港必須虛心學習；香港要有志向，
事在人為，在於決心，此乃特區政府及市民必須共同努力
的方向。

第五波疫情爆發，事實證明特區不能因為疫情比其他
國家和地區不算嚴重而沾沾自喜，應學習上述上海的 「2+
4+24」 流行病學調查經驗。已經抗疫兩年多了，不能
再以人手不足為由，拖慢 「應檢即檢，應斷則斷」 的情
況。面對大爆發區域必須立即封區強檢，將疫情的影響降
到最低。

香港已經受不起下一波疫情了，上海面對疫情所答出
的 「上海答卷」 ，值得我們借鑒。與上海相比，在香港所
採用的 「安心出行」 ，一切要靠市民的自覺。當然，是否
成為感染源頭，市民本身是第一責任人；所謂抗疫當前，
人人有責；但政府的責任是要走在普通市民的自覺前面。
抗疫當前，必須如臨大敵；作為政府，不能只把責任推給
市民，而忘記了自己擁有龐大資源及權力乃推行阻截病毒
擴散措施的關鍵。

盡快落實「安心出行」實名制

香港疫情發生後的追查過程，主要依靠市民的消費紀
錄及閉路電視錄像才追查那位是在場市民；所需時間及難
度可想而知。筆者絕對了解部分香港市民為何不想有實名
制及追蹤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擔心私隱問題。但在危
難當中，如疫情危機已影響人民生計及生存；社會包括這
些擔心私隱的市民自己亦長期要困在家中，香港經濟受影
響，百業蕭條，可否考慮在疫情期間犧牲小小私隱，先換
取社會回復正常？

我認為，當局可讓想盡快到內地市民優先試行健康碼
實名制，相信會有大批市民願意以此換取進出入境內地不
用隔離。我亦支持專門覓地建設條件較好的隔離區為長期
抗疫作戰準備。 「安心出行」 必須盡快推出實名制以及加
入追蹤功能，最好能學到上海24小時內找出所有緊密接觸
者，更快更準地找到源頭，杜絕疫情在社區擴散。

筆者衷心希望，香港內地抗疫一站通，建議特區政府
成立與內地直接對口的抗疫協調委員會，推出以兩地通關
為目標的抗疫措施。除香港專家外，加入一至兩位內地專
家如鍾南山院士、上海公共衞生專家吳凡院長等，為政府
顧問專家，聆聽他們在內地抗疫的寶貴經驗和意見，及增
加相互了解；盡早培訓及準備足夠抗疫人手，在必要時應
請求中央派員支援，以達至應檢即檢，早日切斷傳播鏈。
希望能令內地與香港早日通關，令經濟盡快走出困境。

立法會議員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日前透過視像發表題
為《讓歷史之光照亮香
港未來》的新春致辭。
駱主任在講話中，引領

各界共同總結香港回歸25年來的歷史經驗，鼓
勵廣大市民認清方向，堅定信心謀劃未來。未
來，在國家開啟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時代
征程中，香港要乘勢而上把握歷史主動，更加
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同發展共
進步。香港青年只要能夠找準自己的角色，發
揮各自的潛能，定能獲得更好的事業發展前景。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外部反華勢力和
反中亂港分子從未停止唱衰 「一國兩制」 和香
港發展，有部分港人因此認為香港前途暗淡而
出現悲觀消極情緒。駱主任的新春致辭全面回
答了香港在前進道路上各界長期關心、市民普
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對香港 「一國兩制」 、發
展前景和良政善治進行了精闢的闡述。

以更積極態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國兩制」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
創舉。香港回歸25年，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
是最符合香港發展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一再
表明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香
港人特別是青年更要堅定對 「一國兩制」 的
制度自信，切勿相信外部反華勢力的挑撥和
分化，更不要誤入歧途成為反華勢力搞亂香港
的棋子。香港青年將來是要當家作主的，大家
更要主動捍衛和發展好 「一國兩制」 ，向世界
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仍然享有很多優
勢和獨特作用，競爭實力仍然很強。因此中央
非常重視香港，在國家一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
「香港角色」 。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鞏固
及提升競爭優勢，八大中心的定位和發展機遇

無限，香港青年找準自己的角色，發揮各自的
潛能，一定會有更好的事業發展空間。

誠如駱主任指出， 「未來充滿希望，關鍵
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
香港青年若是繼續猶豫不決，抱持悲觀和抵抗
情緒，必將錯失發揮最佳角色的時機，對自己
不利、對香港無益、對國家無用。只有懂得把
握時代和機遇的青年，才能屹立潮頭。緊緊跟
隨國家和香港的發展潮流，在時代大變局中有
更大擔當、有更大作為。

過去一年，是國家 「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
標相交匯的一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
過長期奮鬥，如期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正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這對我們祖國、
對香港、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重要的意義。
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在國家發展的歷史進
程中，香港從不缺席，過去如是，未來仍是。
香港的發展勢必要一直與國家的發展緊密相
連，香港青年主動投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也是
未來發展的最根本機遇所在。

香港面臨的機遇條件前所未有，但還要
有乘勢而上、穩中求進的歷史主動。但也要
看到，良政善治是一個過程，實現這個願
景，還有一些制度和機制需要建立健全，還
有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推動解決。還
要看到， 「樹欲靜而風不止」 ，總有那麼一
些勢力不會善罷甘休。駱主任指出，以為可
以 「躺贏」 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
只會失去奮鬥的激情和變革的勇氣。更要看
到，良政善治，既要靠特區管治團隊的積極
作為，也要靠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眼下最
重要的是同心抗疫，共克時艱。相信只要大
家攜起手來，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
一定能持續向好、不負眾望。

中山市政協委員、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
副主席

國家主席習近平
本月17日以《堅定信
心 勇毅前行 共創
後疫情時代美好世
界》為題，在2022

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發表演講。
習主席在演講中指出： 「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紊亂、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能
源供應緊張等風險相互交織，加劇了經濟
復甦進程的不確定性。全球低通脹環境發
生明顯變化，複合型通脹風險正在顯現。
如果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 『急剎車』 或 『急
轉彎』 ，將產生嚴重負面外溢效應，給世
界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挑戰，廣大發展中
國家將首當其衝。」 我理解這段話是對美
國調整貨幣政策的忠告。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本月11日審議其
連任提名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稱美國經濟
不再需要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今年稍後
時間美聯儲將縮減資產負債表，若有需要

將在更長時間內加息多次。他在預先發表
的聲明中表示，美聯儲會動用貨幣政策工
具支持經濟和就業，並防範通脹生根。鮑
威爾這一番話表明，美聯儲因應新冠疫情
大流行而採取的空前量化寬鬆政策將退場。

美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始於2008年 「百年
一遇」 金融危機發生後，至2014年10月先
後推出3輪，總額高達24145億美元。

2020年3月美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後，美聯儲不僅再實施量化寬鬆政策，
而且，規模大大超過2008年11月至2014年
10月之總和。2020年3月16日第一次宣布
的金額，便高達24095億美元。嗣後一
年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增值翻一番，達
80000億美元。

美聯儲空前量化寬鬆政策，配合美國
政府巨額赤字財政政策，給經濟體注入流

動性以緩解企業和個人的清償困難，減少
企業和個人破產，在某種程度上緩和資本
主義經濟周期性衰退。但是，不僅不可能
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固有弊端，相反，令其
更加嚴重。

首先，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美聯儲
的報告稱，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
高的1%美國家庭總淨資產為36.2萬億美元，
是自1989年有資料統計以來，首次超過佔
總數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總淨資產（35.7
萬億美元）。美國70%的財富集中在收入
前20%的家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
學家伊曼紐爾．賽斯提供的數據顯示，美
國人中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的平均收入，
是其餘90%人口的9倍多；最富有的1%人
口的平均收入，是90%人口的39倍以上；
最富有的0.1%人口的平均收入，為90%人
口的196倍以上。空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迭
加巨額赤字財政政策，即使產生一定程度
的國民收入二次分配功能，但對抑制貧富

差距無效。
其次，新冠疫情不斷惡化。美國聯邦

政府和各州政府在防控新冠疫情上各施其
法，很大程度受制於民主共和兩黨鬥爭。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能向受疫情打擊的
民眾提供金錢援助，無法遏制新冠病毒擴
散。何況，新冠病毒變異迅速。

多國通脹被美元推高

再次，卻絕非次要的，是美國國內的
產業鏈、供應鏈遭受疫情破壞，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遭受疫情和美國全球戰略雙重
破壞。去年聖誕節和元旦長假日前，美國
主要港口等待卸貨的巨輪排成川，百貨公
司老闆焦慮無法讓消費者買到過節的貨品。
與此同時，美國通貨膨脹迅速惡化。2021
年12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
上漲7%，創1982年以來新高。

美聯儲2021年11月3日宣布，維持利

率於0至0.25厘不變，11月和12月分別減少
購買100億美元國債和50億美元按揭抵押證
券。當時美聯儲聲明強調，減少買債與加
息無直接關聯。僅僅相隔兩個月，美聯儲主
席鮑威爾承認2022年將退出量化寬鬆政策，
加快加息步伐，明確表示要防範通脹生根。

然而，美元是最主要國際貨幣。美國
空前量化寬鬆政策，不僅已燒旺美國國內
通貨膨脹，而且，推高世界上許多國家或
地區的通貨膨脹。

另一方面，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1年第41期的封面專題是
以《短缺經濟》（The shortage economy）為
題，稱從現在起一段不短時間裏，全球不
少國家包括美國共同面對物資匱乏。究其
原因，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破壞全球供應鏈
正常運作，還因為地緣政治矛盾加劇和全
球控制氣候變化促使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
調整。總的看，2022年全球面對滯脹風險。

資深評論員、博士

周八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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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堅定一國兩制信心 香港明天必然更好


































 發揮好香港角色
乘勢而上把握歷史主動

美國結束量化寬鬆 全球面對滯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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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地防疫取經 早日切斷傳播鏈

中華民族傳統
的新春佳節將至。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26日在線發表新春
致辭《讓歷史之光

照亮香港未來》，以對香港明天更美好的
堅定信心，與廣大香港同胞共迎虎年
新春。

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歷史是一
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 。
駱惠寧主任正是以這樣的歷史觀，用歷史
的光照，回應香港一些人的焦慮與擔憂，
回應海外對香港的誤解與抹黑，並且給了
疫情霧霾下港人以堅定信心的支撐。

過去那些年，香港陷入 「泛政治化」
的泥潭，社會出現極大的撕裂。2014年
的非法 「佔中」 ，2016年的旺角暴亂，
以及2019年的黑暴，極大地干擾了 「一
國兩制」 實踐。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完
善選舉制度，實現愛國者治港的 「雙劍合
璧」 ，令香港走向撥亂反正的新天。

但是，有些人因為多年來思想被攪亂，對
「一國兩制」 實踐有着認知上的誤區，看

不清歷史與現實，對香港未來產生不同程
度的悲觀和焦慮。

消除部分人的悲觀和焦慮

駱惠寧主任的新春致辭，通過三個
「怎麼看」 ——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

怎麼看？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怎麼看？對香
港實現良政善治怎麼看？回應社會上的疑
慮，幫助更多人撥開迷霧，從思想上進行
撥亂反正，以歷史之光看香港的未來，進
而堅定 「一國兩制」 信念，堅定對香港明
天更好的信心，以及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
的期待。

駱惠寧主任回應的三個 「怎麼看」 ，
闡述的都是信心問題。信心是什麼，信心
是遠見卓識，是克服困難的力量，是銳意
進取的勇氣，是成功的支撐和保證，也是
團結大多數人的襟懷。在香港開啟 「一國

兩制」 新局面，發展邁向一個新階段的時
刻，堅定信心，展望前景，很有必要，十
分及時。

對於 「一國兩制」 實踐，香港未來
發展的信心何來？這是歷史邏輯、現實狀
況以及未來趨勢給予的底氣，是唯物主義
歷史觀給予的底氣。25年來，香港走過
了一段非凡歷程，雖有坎坷，但一直化險
為夷。無論是經濟上遭遇困難，疫情上出
現問題，還是黑暴 「攬炒」 令社會動盪，
中央都及時出手扶香港一把，保障了 「一
國兩制」 不變形、不走樣，令香港依然走
在螺旋形的上升路上。

經濟發展是社會整體進步的一張重
要答卷。1997年，香港經濟總量為1774
億美元，2018年翻番為3593億美元。
1997年人均GDP為2.73萬美元，2018年
則達到4.903萬美元，始終居於全球經濟
體的前20名。

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在於背靠祖
國，發揮所長，對接國家所需。這些年，

中央更加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和獨特
作用，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重要角色，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先行先
試香港的作用，都證實了這一點。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香港的獨特優勢才有更廣闊
的空間，這是 「一國兩制」 的制度本色，
是制度設計的初衷。

正如駱惠寧主任所說，未來充滿希
望，關鍵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歷史自覺。那種妄自菲薄，以為香港
喪失優勢的嗟嘆，是看不清局勢與自
身。缺乏對自身的自信，只會讓香港錯
失機遇。

有制度自信才能抓緊機遇

今天，香港正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走向良政善治新篇。我們更需要有制度自
信，有駱惠寧主任所說的 「乘勢而上、穩
中求進的歷史主動。」 回歸25年， 「一
國兩制」 實踐的歷史責任落在新一代治港

者手中。去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愛國治港者提出五點
要求，香港社會深以為然，並期待愛國治
港者以五點要求為準則，不負歷史，心繫
民眾。特別要避免 「躺贏」 心態和遇到問
題繞道走的不作為。

而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團結市民同
心抗疫。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局勢
嚴峻。 「動態清零」 依然是當前最符合香
港利益和市民生命健康的目標，必須堅定
信心，不能徬徨猶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內地抗疫有一套完整的經驗，
包括全民檢測、疫情追蹤。只要是為了廣
大市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香港就有
必要毫不猶豫地學習借鑒。與此同時，抗
疫需要議員的配合，社會各界、各社團的
支持，需要動員市民共渡時艱，以此形成
合力，將抗疫作為香港良政善治的第一場
大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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