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 系列評論之二
盡快穩控疫情是香港當前壓倒一切
的任務。為了支持香港抗疫，內地援港
的人員和物資正源源不斷地南下，充分
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關心關懷。香港特
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必須拿出更大的決
心、作出更大的努力，堅決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動員一切可
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齊心協力全力以赴，打好這場抗
疫戰爭。
香港昨日確診及初步確診的總數超
過12000人，死亡數字也在上升，情況
還在進一步惡化，事實證明 「與病毒共
存」 在科學上、人道上都是站不住腳
的， 「躺平」 不作為只會給香港帶來災
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不是一句
空話，而是要切實關心群眾疾苦，想方
設法為民解憂。
為了支援香港抗疫，內地正在組織
大批人員南下。他們冒着被感染的風
險，克服生活上的種種困難，作出很大
的犧牲，全力為香港實施大規模檢測創
造條件。香港感謝內地人員的最佳方
式，莫過於全民行動起來，人人抗疫，

特區政府要做好全盤安排，尤其是後勤
保障。香港已有封區強檢的經驗，只要
擴大區域，將責任落實到位，大規模全
民檢測就可水到渠成。
追蹤能力不足亟待解決，關鍵不在
技術，而在心態。提升 「安心出行」 的
功能就能實現大數據追蹤，這比現時的
人手打電話效率高千百倍。保護私隱固
然重要，但不可能比保護人命更重要。
大數據追蹤同保護私隱其實並不矛盾，
繼續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若非無知，就
是別有用心。
逾萬確診者居家隔離釀成更廣泛傳
播，凸顯隔離設施不足是另一大短板。
香港需要快速覓地建造方艙醫院安置確
診者。同時也要挖掘現有資源，譬如有人
建議將灣仔會展中心改為隔離營，酒
店、空置校舍等也都可以暫時改變用
途。抗疫是一場戰爭，需要戰時思維，
一切可以運用的資源都要用起來，必要
的時候可以徵用。在這方面香港不乏法
律依據，有關法律若不夠完善還可以修
訂，就看政府有沒有決心。
由於病床不足，現時大量患者被安

置於醫院外的露天場地。天寒地凍，陰
雨綿綿，情況非常惡劣。患者等待多日
都無法入院，只會加重病情，這是絕不
應該出現的情況！特區政府必須立即動
員和調配資源，不惜代價，盡快處理，
確保病人能得到妥善救治。一旦發現有
人懈怠或不作為，必須嚴懲。
其實香港抗疫的條件不差，我們有
引為自豪的醫療水平，有任勞任怨、具
高度責任心的醫護隊伍，也有大批高質
素的紀律部隊人員，無數義工隊伍也已
組織起來。目前最需要的是政府要有災
難應變的統籌中心，高效指揮，調配有
方，讓市民看到、感受到政府的努力，
減少怨氣，鼓舞鬥志。
有中央大力支持，有全港市民同心
同向，物質上的不足不難解決，當前最
重要的是堅定抗疫信心和勇氣。香港面
對的局面，過去在武漢、西安等地都發
生過，但內地靠着一套科學的方法最終
都控制住疫情。香港要擺正心態，放下
偏見和固執，學習內地成功經驗，積極
對接內地的抗疫機制，就一定能早日戰
勝疫情。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港人在抗疫 外媒在抹黑
正當港人全力抗擊疫情之
際，反中亂港勢力也沒有閒着，
開動輿論機器極力抹黑內地支援
香港、抹黑香港抗疫舉措。在這
些人的眼中，見不得中央對香港
好，更恨不得香港被病毒吞沒！
近日一些外媒炒作兩個話
題：一是將中央支持香港抗疫視
為所謂 「不尋常干預」 ，為未來
的 「嚴格管控」 鋪路云云；二是
聲稱香港將因為嚴格抗疫而 「變
成朝鮮一樣的孤島」 。儘管這些
謬論有着各種包裝，但其實都是
一貫的套路，旨在挑撥離間香港
和中央的關係，破壞社會團結一
致抗疫的大局，用心險惡。
香港當前面臨的是極其兇險
的形勢。一方面確診數字飆升，
另一方面檢測、追蹤及隔離能力
存在嚴重不足，如果無法在短期
內解決問題，很可能重蹈西方國
家的覆轍，這是香港無法承受之
「重」 。中央政府應特區請求及
時提供支援，這是在拯救生命、
是在保護港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何錯之有？
至於所謂的 「香港會變孤
島」 ，那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出
現，就是香港控制不住疫情，淪
為傷亡慘重的 「生人勿近」 之
地。健康與生命無價，安全是第
一重要的，香港任由病毒肆虐則
人人避之則吉，唯有盡早控制疫
情，讓社會恢復正常，經濟恢復
增長，才會吸引外資持續流入及
旅客重新光顧，這是再淺顯不過
的道理。
曾經，香港有一些人傾向
「與病毒共存」 ，但殘酷的現實
令大家幡然醒悟，知道 「共存」
之荒謬，穩控疫情才是香港唯一
正確之路。香港只有採取果斷、
有力的舉措，才能早日遏制疫情
的蔓延，捨此別無選擇。
一邊是港人在與病毒進行搏
鬥，另一邊卻是亂港勢力及反華
媒體的瘋狂抹黑。殘酷的現實也
讓港人看明白，誰才是真心幫香
港，誰又是在對香港 龍眠山
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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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源源不絕 善舉處處暖心

中旅
向基層贈39萬個口罩

希瑪眼科醫療控股有限公司夥同深圳市亞輝龍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捐贈30萬套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包，將陸
續透過多個慈善及非牟利機構免費派發給香港基層市民，
特別是高風險或需要定期病毒檢測行業的人士，包括安老
及護理院舍、清潔、保安行業員工及的士和小巴司機等。
希瑪希望透過是次捐贈計劃，用行動支持特區政府的 「動
態清零」 政策，用心守護市民健康，與港人同心攜手全面
抗疫。
希瑪行政總裁林順潮表示，面對病毒陰霾籠罩全港
下，快速檢測方法能幫助香港加快控制疫情，免卻市民奔
波購買檢測套裝的煩惱，同時紓緩他們的經濟負擔。

香港中旅集團及下屬企業積極深入社區捐資捐物，與香
港市民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香港中旅集團積極履行社會責
任，持續開展 「中企服務進社區」 活動，在最短時間內組織
採購，向筲箕灣、紅磡等9個社區捐贈近39萬個口罩，為基層
市民傳遞關愛和溫暖，共同努力做好防疫工作。
疫情期間，香港中旅集團下屬中免國際多次組織員工探
訪深水埗區基層長者家庭，義務清潔家居和分發抗疫物資。
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中免國際當即決定捐贈9萬元，採購快速
測試棒等，並用最快速度將抗疫物資運到基層社區，鼓勵市
民開展自我檢測，盡早截斷感染源頭。

聚協昌
再送3800盒金花清感顆粒
聚協昌（北京）藥業有限公司向民建聯
捐贈3800盒金花清感顆粒抗疫物資，由民
建聯將金花清感顆粒分派給香港市民和前線
義工用於抗疫，冀助力香港齊心抗疫、共克
時艱，發揮中醫藥在香港防疫抗疫中的重要
作用。自香港疫情爆發以來，聚協昌已捐贈
近3萬盒金花清感顆粒予東華三院等香港主
要慈善機構、香港工會聯合會、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及各大學中醫學院轄下之中醫門診
部使用，助力香港抗疫。

中
▲旅向基層市民
捐贈物資，傳遞關
愛和溫暖。

希瑪夥亞輝龍
捐30萬套檢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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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潤置地向基層學童轉贈
電腦及數據卡等物資，為他
們解決疫情下上網課遇到的
難題。

本港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持續爆發，為迅速支援社區抗
疫，騰訊透過旗下騰訊基金會首期捐助1000萬元予香港公益
金，為幼童和長者的疫情防護需要提供及時援助。騰訊表示，
是次捐款將主要用以採購兒童及青少年適用的病毒抗原快速測
試劑和多種藥物，製成的抗疫包會透過公益金旗下社會福利機
構盡速分發予有需要的家庭，亦會用於採購及贈送防
疫用品給護老院和醫護機構。騰訊表示，將繼續發揮
「科技向善」 的精神，關注本港社區的抗
疫需要，並適時透過不同渠道支援更多有
需要人士戰勝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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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總書記指示

同心抗疫

面對兇險的疫情，各
團體、企業紛紛響應號召，
他們或捐款捐物資，為基層與長
者購置口罩、快速檢測包、藥品等；
或堅守崗位保證貨源、物流，減少疫情
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或提供名額贈
醫施藥，以紓緩迫爆的醫院和診所，向
有需要的市民伸出援手。各行各業
守望相助，齊心協力共
同抗疫。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

騰訊向公益金捐1000萬
支援長幼

要聞

華潤
保供應、保物流、捐物資
繼早前捐助8000個醫用口罩等
防疫物資後，華潤物業有限公司透
過經民聯地區網絡，又向社區捐贈
一批價值逾15萬元的防疫抗疫物
資，包括口罩、洗手液、智能手
機、糧油雜貨等。而面對香港鮮活
市場上 「一菜難求」 的局面，華潤
萬家迅速組織採購力量投入保供一
線， 「千方百計保供應，不計成本
保物價」 。華潤五豐積極利用網銷
渠道，為基層市民提供鮮肉優惠團
購服務，援助基層及弱勢社群。

華潤物流為盡力保持業務正常
運作，協同調配了無需隔離的倉務
員加班加點完成進出貨工作，並加
強沙田冷倉的防疫，保證香港 「民
生大倉庫」 的正常運轉。華潤醫藥
組織旗下公司華潤堂開展防疫物資
捐贈活動，為社區捐贈香囊貼5000
份、健補湯包1300份。華潤置地向
深水埗區內劏房家庭學童轉贈平板
電腦、手提電腦、數據卡、文具等
物資，為他們解決疫情下上網課遇
到的各種難題。

33中醫診所
攜手贈醫施藥
《中醫．生活》月刊聯同星科中醫雲發
起民間中醫抗疫活動，33間中醫診所每日提
供515個名額為全港市民贈醫施藥，並為市
民即時登記資料，以便日後需要遙距診症的
配合。是次贈醫施藥義舉為民間中醫自行發
起，一來為紓緩本港日漸崩潰的醫療系
統，二來是因為疫情兩年多來，中醫在
預防及治療方面一直取得令人鼓舞的
效果，在此危急關頭定當要發揮力量
為本港市民盡一分力。
由即日起至2月28日，登入網
站並挑選心儀診所作初診，預約
診症日期及時間後前往診
所作初診，是次診症
及首兩天藥費將全部
由診所及贊助商支
持，不收任

▲聚協昌先前向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捐贈5000盒金花清
感顆粒。

何費用。當有需要使用遙距診症時，首
次診金將全免，由初診日起3個月內的網
上診症藥費可享85折。
合作診所包括：眾創中醫治療中心（1
間）、香港骨傷及脊椎專科診所（19間）、
鴻健中醫診所（1間）、李灼珊中醫診所（1
間）、榮福堂中醫治療中心（1間）、東
方 漢 醫 館 （1 間 ） 、 香 港 國 醫 館 （2
間）、張國儀中醫診所（1間）、慈恩中
醫專科診所（1間）、新中華中醫綜
合治療中心（1間）、睿康中醫診所
（1間）、善若水中醫痛症理療
中心（1間）、善幸綜合治
療中心（1間）、康發
堂中醫診所（1
間）。

▲華潤物業走進西營盤社區、何文田社區，慰問一線防疫工作人
員，並捐贈了8000個醫用口罩及近千瓶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資。

黃楚標：團結打贏疫戰
面對嚴峻疫情，社會知名人士
紛紛奔走呼籲市民團結抗疫。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昨日呼籲社會
各界團結一致，共克時艱，打贏抗
疫阻擊戰。
黃楚標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以來，中央始終想港人所
想，急港人所急，全力支援香港
抗疫。習近平總書記對全力支持香
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

指示批示，再次表達了中央全力支
持香港抗擊疫情的堅定態度，為推
動香港打贏這場抗疫阻擊戰提供了
正確方向，也讓香港各界備受鼓
舞，戰勝疫情更有底氣和信心。他
表示，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強大支
援下，香港各界上下同心，匯聚起
同心抗疫的強大力量，必能遏制疫
情快速蔓延態勢，最終戰勝疫情，
幫助香港市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