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新冠感染個案持續增加，前日
突破5000宗，這是第五波疫情自四月底
受控以來的第一次。隨着訪港旅客人數
上升、輸入個案增加，加上新學年開學
在即，新一輪疫情高峰隨時可能出現，
衞生署專家也坦言疫情未見底。特區政
府的當務之急是落實 「紅黃碼」 制度，
並為應對新一波疫情爆發做足準備工
夫，病床、藥物、隔離設施、人手、運
輸車輛等，都要盡快安排好。
香港一方面要抗疫，一方面要發展
經濟，要做到 「兩不誤」 ，辦法之一就
是為安心出行引入 「紅黃碼」 制度，確
診者 「紅碼」 ，入境者 「黃碼」 ，時機
成熟時密切接觸者也會納入相關範圍。
落實 「紅黃碼」 的同時，縮短入境者隔
離時間。兩者同步進行，實現精準抗
疫，這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也是民心
所向。不過，對於入境者隔離新方案是
「5＋2」 還是 「4＋3」 ，專家尚有不
同看法，特區政府傾向進一步看數據再
決定。科學抗疫是硬道理，但也要盡快
作出決定，盡早落實。時間不等人，疫
情不等人，社會各界早已翹首以待。
鑒於新一波疫情高峰隨時殺到，特

區政府是否作好了充足準備，也是社會
關注的焦點。據醫務衞生局統計，約四
成患者需入住隔離設施，依此推算，每
日近2000人需入住隔離營，5日就迫近
10000人。但目前啟用的只有竹篙灣隔
離營及兩間隔離酒店，其中竹篙灣隔離
營提供9000個房間，十多日前入住率已
達六成，近日更是迫爆。在中央大力幫
助下，香港早已建起足夠多的隔離營，
啟用新營勢在必行，愈快愈好。當然，
相關配套安排一定要做好，不能再出現
有床位卻無設施的情況。
隔離床位不足的問題其實已經出
現。近日有市民向傳媒投訴，指核酸檢
測確診後，一直因病床未有着落而無法
入住隔離設施，終日周旋於衞生署和消
防處之間，說好的 「出車接人」 也未有
兌現。頻頻撲撲4天之後，始獲安排病
床。在此期間，患長期病的確診者預約
政府 「指定診所」 但都爆滿，未能獲得
處方新冠藥物，擔心有病無得醫，心中
十分徬徨。
管窺所及，上述個案反映出香港抗
疫在床位、藥物、交通安排等方面仍有
不足之處。現時確診個案不算多，應對

已有捉襟見肘之現象，萬一感染人數暴
增，比如說每日有上萬乃至數萬人確
診，情況會有多嚴重？第五波疫情爆發
初期，因為準備不足，大批病人求助無
門，導致醫院門外搭帳篷，院內死者與
患者同處一室，停屍房屍體相疊，這一
幕才過去四個月而已。
誠然，現在香港的抗疫環境與數月
前不可同日而語。疫苗接種率提高，加
上大批市民通過感染獲得免疫力，確診
者的入院率及死亡率都明顯下降，重現
每日數萬人感染、數百人死亡的可能性
不高。但不管怎麼說，抗疫不能打無準
備之戰，寧願將問題想得更多一些、困
難想得更大一些、準備得更充分一些，
一旦有事才可以從容面對。香港在抗疫
上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好好總結
改進，才能築牢堅實抗疫防線，迎接任
何挑戰。
沒有人能預見疫情持續多久，病毒
如何變異，但香港只要真正做好務實防
疫、有效抗疫，就能早日通關、恢復經
濟。市民對新一屆政府寄予厚望，新一
屆政府要以更果斷行動證明不負市民，
交出更好的答卷。



盡快落實紅黃碼有效抗疫不放鬆

坑夫議長佩洛西
中國警告美國國會眾議長佩
洛西竄訪台灣會有 「嚴重後
果」 ，說到做到。連續三日的圍
島軍事演訓以雷霆萬鈞之勢進
行，到了昨日中國外交部再宣布
制裁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並對
美國採取八項反制措施。
如果有人以為 「制裁」 是象
徵大於實際，那就大錯特錯了。
大公報日前報道，在佩洛西瘋狂
反華的背後，她一家人卻通過間
接投資中國大抽油水。佩洛西的
丈夫保羅是一家 「國際資本管理
公司」 的投資夥伴，後者專注投
資包括中國和香港特區在內的亞
洲市場，保羅因此賺取10萬至100
萬美元的利益。佩洛西本人及其
兒子小保羅，在這家公司也有投
資。可見政客從來都是說一套做
一套，嘴上說得冠冕堂皇，謀算
的都是利益。
隨着中方制裁佩洛西以及家
人，今後再想賺中國的錢就沒門
兒了。佩洛西此行 「坑夫」 、
「坑子」 、 「坑自己」 ，根本就

是 「吃不了兜着走」 。
最令佩洛西意料不到的是，
其 「無比魯莽、不負責任（美媒
之語）」 之舉，非但幫不了 「台
獨」 分裂勢力，反而加速了 「台
獨」 的滅亡，加快了中國統一的
步伐。解放軍圍島演訓有多個重
要突破，導彈穿越台島，飛機、
軍艦穿越所謂海峽 「中線」 ，如
入無人之境。軍事演訓不僅是實
彈，而且實戰化、常態化，將來
統一台灣有如探囊取物。
所謂海峽 「中線」 是美國當
局強行劃定的，我們從未承認
過。因着佩洛西此行， 「中線」
不復存在，這是誰的損失？更有
意思的是，解放軍演習期間，為
佩洛西護航而來的 「里根號」 航
母退避數百公里。堂堂世界第一
霸主，何曾這麼 「認慫」 過呢？
美國被反制，佩洛西被制
裁， 「台獨」 、 「港獨」 們至今
仍在搶抱美國的大腿，真不知今
夕何夕！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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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高精定位 台灣街道清晰可見

責任編輯：郭奕怡
美術編輯：蕭潔景

學者：導彈射程覆蓋全島 民進黨勾美苦果自嘗
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福州報道

StormXiao：街道都是內地
城市命名，還不說是中
國的？
春啊春啊春春春：都是故鄉
的路，希望也是在外漂
泊遊子歸家的路，期待
解放軍武警部隊食堂早
日入駐！
麵食信徒：迫不及待想去支
持當地旅遊業了，想要
高鐵直達的那種。
無問兮兮：也歡迎台灣同胞
來大陸呀，請愛好和平
的同胞加入我們。
一挽解清愁：祖國統一乃民
心所向，大勢所趨，勢
在必行！中國會統一，
也必將統一！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整理

﹂

◀ 2020 年 ， 觀 眾
參觀北斗導航系統
模型。
模型
。
中新社

網友
熱評
我甜甜圈兒：笑死我了，要
是獨立他們怎麼解釋街
道名稱還有川菜粵菜？

5

百度地圖搜索的廣州
▲
街（左）和台北廣州街
夜市（右）。 網絡圖片

日，不少大陸網友在社交媒體
表示，通過大陸手機地圖軟件搜索
台灣省 ，發現可顯示完整台灣地
圖，並精確到街道紅綠燈；眾多網友
發現，台灣省非常多街道用大陸城市
命名，自己家鄉的地名在台灣都能找
到。網友指出，民用級地圖都能做到
如此清晰，如果是軍事級別的地圖，
至少是指哪打哪。島內學者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當前大陸北斗衛星可精確
制導，火力射程覆蓋全島，民進黨當
局別有居心邀請佩洛西竄台將苦果自
嘗。
﹁

◀北斗三號最後
一顆組網衛星發
射時的海上測控
現場。
新華社

北斗導航與GPS的定位差距
接收信息

定位精準

支持收發短文字信息，在全球範圍 全球實測定位精度均值為2.34米，測
內終端可以一次性發送40個漢字， 速精度優於0.2米／秒、授時精度優 可實現雙
北斗
而區域通信能力達到每次1000漢 於20納秒、服務可用性優於99%，在 向通信
字，含圖片、視頻、文字等
亞太地區定位精度將優於5米

「地圖可顯示台灣省每個街道」 話題
5日登上微博熱搜。另外，由於大量網友
湧入百度地圖搜索諸如 「台灣省山西刀削
麵」 ，導致百度地圖後台宕機，之後 「百
度地圖被搜崩了」 也衝上微博熱搜。

GPS

只支持接收定位信息

資料來源：新京報

大陸是窮，但是拚命發展，努力趕上，現
在大陸發展起來了，但這些年，台灣在民
進黨當局折騰下，和祖國越走越遠。」
有網友在看地圖時發現了 「山西刀削
麵」 等小吃店，表示 「想去台灣省吃山西
刀削麵、小統一牛排」 。結果，由於台灣
「山西刀削麵」 在手機地圖搜索量暴增，
導致百度地圖5日緊急發布公告，稱由於
網民熱情空前高漲，導致百度地圖出現卡
頓，經過程序員奮戰，山西刀削麵重新在
百度地圖上架， 「同時還有沙縣小吃、過
橋米線、山東水餃等更多美食等你來發
現」 。

台街道每條路都是回家路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福州報道：大陸手
機地圖軟件可顯示台灣的街道，激發了眾多網
民的動手熱情，台灣街道用祖國大陸城市命名
的現象，再進一步引發更多網民關注。有網友表
示，台北的道路竟然有長沙，重慶，南京，貴
州……真的很驚訝， 「估計老一輩真的很思念家
鄉」 。
5日，眾多網民興致勃勃晒出了在台灣省地圖
上找到的街道和地點名稱，掀起了尋找以自己家
鄉或者所在城市命名的台灣街道以及在台灣省發
現自己家鄉美食的熱門話題。記者在手機地圖上
看到，台北市以中山路為縱軸，以忠孝路為橫
軸，可畫出一個十字坐標，十字坐標的西南面有
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而東北角則出現有吉

55顆

一般在全球的指標是在10米以內，實
24顆衛星+
單向通信
際使用精度大部分在5-10米之間
4顆備用

不少街道用大陸城市命名
廣州街、長沙街、南京路、重慶
路……不少網民驚呼： 「太熟悉了！都是
大陸城市的名字。」 大公報記者通過地圖
軟件搜索台灣島內多個地址，均能詳細定
位，同時隨便定位台灣地址，即可檢索周
邊如美食、酒店等服務，並可精確具體距
離。有大陸四五線城市網友搜索發現以自
己家鄉地名命名的公園。 「每條路，都是
回家的路。」 網友們說： 「台灣依然是我
們愛的台灣，只是 『台獨』 令人討厭。」
福建民眾陳先生告訴大公報，當在手
機地圖上看到一個個曾經去過的餐館、曾
經走過的台灣街道，真的感慨萬千 「以前

通信方向 衛星總數

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寧波街與紹興路也相鄰
不遠。
有網民評論說，松山機場附近，有很多以東
北地名命名的街道。光是黑龍江省，台北相關的
街道名，就有北安路、通北街、明水路、雙城
街、慶城街、富錦街、寶清街、撫遠街、饒河
街、五常街等。
全國台企聯副會長、福建省漳州市台商協會
會長林伯彥告訴記者，其實一張台北地圖就是一
個濃縮的中國，林伯彥說，以南北向的中山路、
東西向的忠孝路畫一個大十字坐標，分出上下左
右四大塊，就能和中國大陸地理的東南、東北、
西南、西北城市對號入座。也因此有網友感慨：
「每條路，都是回家的路。」

高德地圖也回應稱， 「目前在高德地
圖上可以瀏覽和查詢台灣省的各類道路及
地點信息」 。

「指哪打哪」不是夢
8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環台島6大
區域軍演展開，時隔一日大陸網民發現手
機地圖即可精確顯示台灣地圖。有島內民
眾告訴大公報記者，台灣地圖在手機上可
精確顯示並不新鮮，谷歌地圖可看台灣實
時街景。但這一變化背後更深層是大陸的
技術已可對台灣精確定位，甚至不排除透
過高精準衛星制導實現 「斬首行動」 ，蛇

打七寸。
也有網友表示，民用地圖就可顯示台
灣省每個街道，所以在軍用地圖上，解放
軍的 「東風快遞指哪打哪」 不是夢，祖國
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期待。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認為，佩
洛西竄台未改變當前兩岸基本結構，尤其
「台獨」 未獲得美國方面實質性支持，顯
示台灣仍是美國棋子。但民進黨當局此次
邀請佩洛西 「訪台」 ，已導致了台灣不可
避免地介入美國兩黨之爭，加之未來中美
若有任何軍事衝突台灣將不可幸免，台灣
的安全空間正加速壓縮。

北斗千倍提升解放軍目標追蹤能力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在軍事
應用上， 「北斗」 系統和電子偵察衛星是中國軍
事衛星的兩大組成部分。其中， 「北斗」 系統具
有美國GPS系統所不具備的雙向短報文功能，用
戶可以一次傳送120個漢字的短報文信息，這在軍
事領域具有重要作用。
也就是說， 「北斗」 全球系統可以有效利用
該系統進行通信聯絡，並有效提高中國軍隊軍事
通訊的保密程度和通訊效率，這對於快速建立戰
場態勢感知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全球性作戰通訊
也具有重大作用。
有分析指出，相較GPS過早的布局，精度方
面可能誤差已經定型，在後面追趕的北斗導航系
統不斷改進相關技術，在精度上已經能夠達到厘

米級，這是GPS所不具備的。
此外，現在戰爭一旦爆發，更多的就是要看
中信號源，如果沒有信號可以說無論是軍隊還是
武器裝備就等於失去了眼睛。而北斗導航系統解
決了無源定位問題，能夠不間斷地定位，也讓對
方無法獲取我軍裝備及力量的位置。
美國智庫曾稱中國衛星能力已經朝美國看
齊，並認為中國目前距離成為一個 「世界上頂級
的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 越來越近。由35枚衛星
組成的 「北斗」 衛星導航系統將會為中國軍方和
民間使用者帶來巨大的用途。
國外的評估認為， 「北斗」 衛星導航系統將
把解放軍的目標追蹤能力提高100-1000倍，並且
能減少軍用開支的經濟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