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
烈反對和嚴正交涉，竄訪中國台灣地
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
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向 「台獨」 分裂
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必須指出，美
台勾連挑釁在先，中方正當防衛在後，
中方採取任何反制行動都是正當和必要
的。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撥火行徑，以
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後果，必須由美方
和 「台獨」 分裂勢力負責。
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
識，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
可逾越的紅線和底線。中方近期通過各
個層級反覆闡明中方堅決反對佩洛西竄
訪台灣的嚴正立場，但美方一意孤行，
甚至拋出謬論聲稱竄台是佩洛西 「個人
決定」 、不代表美國政府云云，這是徹
頭徹尾的謊言。
1979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明
確承諾，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
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
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國會作為
美國政府的組成部分，理應嚴格執行美
國政府承認和承諾的外交政策，美國眾

議長作為美國政府的第三號人物，乘坐
美國軍機竄訪台灣地區，有航母護航，
絕不是什麼非官方行為。美國 「三權分
立」 ，但絕不是 「三個政府」 ，說美國
政府無法阻止國會議長如此敏感的 「個
人行為」 ，純屬彌天大謊。
美當局又聲稱，過去曾有美國會議
長 「訪台」 ，因此佩洛西之行 「並非創
下先例」 。這又是顛倒是非的狡辯，美
方個別政客以往的錯誤行為，絕不能成
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錯上加錯的藉口。
強盜就是強盜，豈能以過去曾經搶劫為
由正當化現行違法行為？
眾所周知， 「以台制華」 是美國圍
堵中國戰略的一部分，美在台灣問題上
一直耍 「兩面派」 ，口頭上聲稱堅持一
個中國政策，實際上不斷虛化、歪曲、
掏空一個中國原則。 「台獨」 分裂勢力
越來越猖狂，大搞 「去中國化」 、 「漸
進式台獨」 ，離不開美國的蓄意縱容和
支持。這一點不僅中國人看得清清楚
楚，世界各國人民看得明明白白。
在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明確指出：我所
理解的中美建交時達成的原則，堅持一



香港堅決支持配合中央捍衛國家主權
個中國原則十分關鍵。美國不應該採取
欺騙性手段或者漸進方式推動 「兩個中
國」 方案。美國主流媒體昨日再次發表
評論文章，批評佩洛西竄台是 「無比魯
莽、危險、不負責任」 的舉動。
美國罔顧中方的多次嚴正交涉，肆
意妄為，中方採取任何反制措施都是正
當和必要的，這也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
應有的權利。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竟然
倒打一耙，攻擊中方 「試圖製造某種危
機或以其他方式加劇緊張局勢」 云云，
何異於聲稱 「只有我可以肆意挑釁你，
但是你不可以反對或者自衛」 ，霸權嘴
臉和強盜邏輯表露無遺。
維護國家主權，反對 「台獨」 ，這
是14億多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神聖
使 命 。 經 歷 過 2019 年 黑 暴 的 香 港 市
民，對分裂勢力的禍害感受至深，對佩
洛西等反華政客的嘴臉也認識至深。七
百多萬香港市民堅定站在國家立場上。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晚表示，特區政府對
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
對，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
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這道出了全體港人的心聲！

嚴格執法助精準抗疫
最近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大
多數市民支持特區政府精準抗
疫，支持 「紅黃碼」 制度，也支
持縮短隔離日期，以最小代價實
現最大抗疫效果。但要達到這個
目標並不容易，配套措施和嚴格
執法，兩者不可或缺。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
大公報記者專訪，解釋相關理念
和操作方法。他表示，現時大多
數確診者毋須入院，佩戴電子手
環居家隔離，方便有關部門監察
其行蹤，確保其不會走出社區。
但從技術上講，從確診到配發手
環，中間有一個時間差，在這個
時間差裏，患者外出無從監察，
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有鑒於此，特區政府落實
「紅黃碼」 制度時，會在市民核
酸確診後同步賦以 「紅碼」 ，即
時限制其進入指定處所，這就堵
住了播疫的漏洞。
不過，我們認為，即使為
「紅黃碼」 人士及時佩戴手環，
也不能確保所有人都能自覺守規

矩。有些人戴着手環仍要外出甚
至進入食肆消費，對社區構成播
毒威脅，現時每周違規者達百
人，實際數量可能更多。對這一
類罔顧公眾利益的人士，除了加
強抽查和執法，以儆效尤，別無
他法。
此外，政府執行大廈強檢措
施時，總有一些人拒絕應門；電
子手環制度早在疫情爆發之初已
經推出，也有一些人不當一回
事，恍如病毒自由行，影響抗疫
大局，這正是香港疫情爆完又爆
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沒有人不喜歡自由，但自由
是相對的。不限制 「紅黃碼」 兩
類人士的行動自由，就會剝奪大
多數市民的自由，這才是真正的
不公平。配合特區政府的抗疫政
策，是每一位市民的責任，也是
法例的明確要求。這樣做既是保
障自己，也是保障大家。只有每
一個人都為抗疫出一分力，香港
才能打贏抗疫之戰。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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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檢疫研一碼通行 加快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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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檢疫時間過長有望解決。醫務
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機場檢疫有很多改善空間，包括

將核酸採樣中心搬遷，增加採樣中心數量，讓旅客
不用坐車便可步行到達，減省時間。上月推出的
登機前 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現時純屬自願性
質，隨着電子申報旅客數目愈來愈多，政府計
劃，待電子登記比例符合一定數字，大部分人
可憑一個 綠碼 改行 綠色通道 ，減省
過程，加快過關。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賴振雄、邵穎（文）
林少權（圖）
﹁

路
之
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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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旅客希望盡快到酒店
休息，選擇自費乘搭 「指定
酒店檢疫的士」 。

盧寵茂：將規定上機前填報

申報、核酸檢測發登記及簽發隔離
令，達至加快速度和準確度。

盧寵茂接受訪問時表示，上任第
一個工作天（7月4日）已到機場視察
檢測流程，理解流程有很多可以改善
的地方，他亦從不同途徑得知入境人
士抵港檢疫存在問題，已作出一些改
善，包括由7月28日開始，試行改良
版 「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讓抵港人
士於登機前，用手機程式填報個人資
料、隔離酒店預約日期及其他證件資
料。
「 『電子健康申報』 （現時）並
非強制性，但不久之後，航空公司會
規定旅客，必須上機前做妥 『電子健
康申報』 才可以上機，申報後手機會
獲一個 『綠色碼』 ，可以行走 『綠色
通道』 ，做到科技抗疫。」 盧寵茂表
示，稍後只需 「一個碼」 ，通過健康

搬遷採樣位置 免來來回回
現時機場的核酸採樣中心，跟簽
發隔離令的地方，位於不同的地點，
抵港人士需要兩邊走，甚至需乘搭無
人駕駛列車，一來一回浪費不少時
間。盧寵茂表示，現在正進行工程，
改變機場的核酸採樣地方，日後實施
「綠色通道」 後，旅客不用坐車來來
回回。他期望，優化措施後，在一個
半小時內，便完成機場檢疫程序並取
得檢測報告。
檢疫措施安排之外，排隊輪候上
車也需要時間。盧寵茂強調，明白抵
港人士坐完長途機，最希望立刻到酒
店房休息，所以除了即將優化檢疫安
排，指定檢疫酒店點對點交通安排也

已經有改善，以往旅客等候旅遊巴到
檢疫酒店，往往要45分鐘至一小時，
現在如果不想等候，可以乘搭 「指定
酒店檢疫的士」 或酒店提供的豪華轎
車， 「據我了解，很多旅客會選擇自
費坐的士，因為可以快一些時間。」
剛從外地公幹回港的立法會議員
吳傑莊表示，歡迎政府優化機場檢疫
流程，全面推行 「電子健康申報系
統」 和 「綠色通道」 ，可望將整個檢
疫流程，變得更加暢順。他指出，
現時檢疫櫃位的工作人員簽發隔離
令，仍然需要列印紙本，但紙本版
其實沒有實際需要， 「那張隔離
令的作用，只是給酒店職員望一
望，電子版已經可以做得到，
如果抵港人士有需要，才列印
一份，可以進一步減省時
間。」

▲昨日部分時段抵港人士，由入
境至登車往市區，仍需兩、三小
時。圖為等車區排長龍。

抵港旅客：入境至登車等逾兩小時
就機場檢疫時間過長問
現場 題，大公報記者昨日到機場
直擊 實地了解，見到等候乘搭
「指定酒店檢疫的士」 地點
出現長長的等候人龍。有的士業界人士
反映，近期接載量仍然不穩定，檢疫時間
的長短，視乎是否同一時間有多班航機抵
港，難以預測旅客出閘的時間。
記者於昨日傍晚六時許抵達香港國際
機場，根據顯示板上的抵港航班資料，昨
日有超過10班航班，但記者發現，不同班
次間，完成相關流程的時間差異頗大。
有 「指定酒店檢疫的士」 的司機表
示，上午的抵港旅客一般只需一個多小
時，已經可以步出客運大樓，排隊等候搭
的士，但晚間甚至凌晨時段，一般以歐洲

回港的航班較多，旅客步出客運大樓的時
間，一般要兩、三小時。
記者在機場內，隔着旅客通道，向海
外抵港人士詢問。有旅客表示，所有流程
約一個多小時，形容過程順暢；不過，也
有近日抵港人士在網上反映，近日凌晨從
阿姆斯特丹抵港，檢疫及入境需兩個多小
時，離開客運大樓後，又要開始排隊等候
大巴接載前往酒店。
在檢疫的士停車站，由於記者與候車
人士距離很遠，未能了解到他們的等候時
間，但見到等候的人數不算少，而旅客之
間的距離較密，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位
於隊伍較前位置，難以顧全整體情況。附
近的工作人員表示，現時流程需時較久，
要等待三個多小時。
大公報記者邵穎

▼個月大或以上嬰幼兒，明
日起可預約接種科興疫苗。



半歲以上嬰幼兒 明起可預約打科興
【大公報訊】記者李欣穎報道：特區政府
昨日公布，從明日起，6個月大或以上嬰幼兒可
預約打科興疫苗，50歲或以上人士可預約打第
四針。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表示，暫未能安排6個月或以上嬰幼兒接種復
必泰。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
樹昌指，嬰幼兒接種首兩針科興應相隔八星
期，第三針需相隔三個月。

或會有疲倦輕微發燒等副作用
對於嬰幼兒預約接種科興疫苗，家長或監
護人可由星期四上午9時起，透過網上預約系
統，預約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醫管局指定普
通科門診診所接種科興疫苗，並親自陪同前往
接種。家長亦可選擇透過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的
私家醫生或診所預約免費接種科興疫苗。

至於復必泰疫苗，專家建議6個月至5歲以
下的兒童可接種三劑疫苗（每劑為十分之一成
人劑量）。張竹君表示，初步了解，稀釋復必
泰疫苗暫不可行，政府正與藥廠洽購特定的兒
童配方。
許樹昌稱，嬰幼兒接種新冠疫苗，亦可於
同日接種其他常用疫苗，如流感疫苗、肺炎鏈
球菌針，施打於不同位置。他補充表示，科興
疫苗暫時只能提供抗體水準資料，暫時未看到
保護率數據，由於疫苗副作用不多，認為緊急
使用時，無需等保護率數據。
至於疫苗副作用，許樹昌稱，根據兩間藥
廠報告，主要副作用為針口痛、疲倦、輕微發
燒等。他表示，首兩劑疫苗間距應為八星期，
並於接種第二劑疫苗最少三個月後接種第三
劑。為減低出現心肌炎風險，建議嬰兒在大腿

6

上注射疫苗。
另外，由星期四上午9時起，50歲至59歲合
資格人士也可於網上預約接種第四劑科興或復
必泰疫苗。

50歲以上可打第四針
本港昨日新增4123宗確診個案，包括3889
宗本地個案，新增11宗死亡個案，年齡介乎22
個月至96歲，死亡個案中有9人未打齊三針疫
苗。
由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健明幼
兒學校，先後有三班出現個案，累計10名學生
及兩名教職員確診，當局首次建議全校停面授
課一周。針對學校疫情，張竹君表示，學校個
案與社區情況接近，但每間停課的學校情況未
算嚴重。

6個月至3歲嬰幼兒接種科興疫苗安排
•明日（4日）起可以接種

• 家長或監護人可由明日上午9時起，透過網上預約系統，

預約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醫管局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打
針

•家長也可選擇到參與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或診所預約打針

•幼童打針當日，家長或監護人應親自陪同前往，須出示幼

童的出生證明書正本，並攜同已簽妥的家長同意書

資料來源：公務員事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