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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香港不具備全面免除隔離的條件

特區政府
昨日宣布，由8
月12日開始實
行 「3+4」 的檢
疫要求，同時配

以 「紅黃碼」 以及更嚴格更頻密檢疫措施。
消息公布後，社會普遍予以支持，認為是
恢復與國際聯繫的重要一步。與此同時，
有聲音認為，香港應盡快訂立 「路線圖」
以解除所有機組人員及旅客的隔離限制。
必須指出，香港疫情仍非常嚴峻，疫情高
峰遠未到來，香港目前不具備全面免除隔
離的條件。更重要的是，與國際恢復聯繫
不意味着就可以犧牲抗疫大局，特區政府
及社會各界都應認清這一形勢。

「3+4」是務實謹慎舉措
政府這一新舉措，可以歸組為四點：

「劃一檢疫安排、三天強制檢疫、四天醫
學監察、持續監察及檢測」 。應當說，是
建立於客觀情況以及抗疫科學的基礎上的
舉措，是靈活、謹慎、務實之舉，應當予
以肯定。

根據政府監察數據，自7月初增加第三
天在指定檢疫酒店檢疫期間進行核酸檢測
後，抵港後首兩次核酸檢測（即機場 「檢
測待行」 及第三天指定檢疫酒店檢測）合
共發現大約80%的輸入個案，當中機場 「檢
測待行」 發現約50%的個案。由於整體抵
港人士中在指定檢疫酒店第三天檢疫期後
發現陽性個案的比率低於社區發現本地感
染個案陽性的比率，強制進行更多日數的
指定檢疫酒店檢疫以發現少數輸入個案，
既不符成本效益，亦有欠精準及針對性，
對旅客構成不必要的影響。

這說明兩點：第一，機場是香港疫情
輸入的主要關口；第二，把住機場這道關
就能把住香港的抗疫形勢。當然，香港已
受疫情影響兩年半時間，經濟及社會活動
大受影響，在有效掌控風險的情況下，適
當作出入境調整，符合許多市民的期望。

正因如此，特區政府表示，考慮到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地位，包括
各種商務行程及經濟活動需要與世界各地
連通等，在研究科學數據及平衡傳播風險
等因素後，決定由8月12日起，從海外地區

或台灣抵港人士將以 「3+4」 模式進行檢
疫，即他們須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三
天，其後居家醫學監察四天，並在醫學監
察及其後觀察期進行多次檢測，在醫學監
察期間受 「疫苗通行證」 「黃碼」 限制，
不得進入涉及不佩戴口罩或群組活動的高
風險場所，以及其他需要重點保護的處所，
以更針對性地管控風險。

「3+4」 的模式，說鬆不鬆、說緊
不緊，但決定新模式成敗的關鍵在於， 「四
天醫學監察」 能否有效落實、會否成為重
大漏洞。根據政府安排，抵港人士須於家
居或其他自行安排處所居住四晚，其間接
受醫學監察，持續檢測陰性者在第七天早
上完成醫學監察。這一安排，很大程度上
要看入境人士的「自律」，以及政府的監察
是否到位。畢竟，過去兩年來，不遵守隔
離要求、擅自到酒吧食肆的個案，數不勝
數。甚至第五波疫情，亦是由於入境人士
不遵守檢疫要求所致。因此，如果以往出
現這種情況，未來又能否真正有效監察呢？

雖然政府同時實行 「紅黃碼」 制度，
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做到限制 「黃碼」 人士

進入酒吧食肆，但當中仍然存一定的風險。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 「經調整的安排在
適度縮減指定檢疫酒店檢疫期的同時，配
以 『疫苗通行證』 『黃碼』 限制相關人士
在醫學監察期間進入較高風險的處所，將
能有效控制相關風險，令輸入個案引發社
區感染的風險相對極微。」 這是各界的良
好期望，但不能輕視可能出現的漏洞。

切實做到「科學為本、精準抗疫」
昨日有航空公司表示，期望政府推出

「路線圖」 ，早日解除所有機組人員及旅
客的隔離限制。這種聲音，某種程度上反
映了社會上一些人士及團體的意見。但客
觀上，香港目前不存在全面解除隔離限制
的條件。原因有三：一是目前每天仍有約
四千宗感染個案，而且很有可能進一步增
加，全面解除意味着全面放棄防線，十分
危險；二是香港疫苗接種率仍然不能令人
滿意，尤其是「一老一少」，今年三月安老
院舍的惡劣情況絕不能重演；三是香港仍
要積極尋求早日與內地通關，如果入境毋
須隔離，難以令內地有關部門放心得下。

抗疫與維
持經濟發展，
是兩大要務，
兩者也非完全
對立的關係。
香港如今是在 「摸着石頭過河」 ，審慎地
放寬入境隔離條件。另一方面，如果在8月
12日後出現新的疫情高峰，那麼特區政府
毫無疑問需要靈活作出調整。如果說航班
有 「熔斷機制」 ，這一新措施是否也有 「熔
斷機制」 ？

昨日特區政府發言人的回應，體現了
務實靈活的態度。發言人表示，面對新冠
疫情，絕對不會鬆懈。會繼續以 「科學為
本、精準抗疫、風險可控、便民利民」 的
精神，按照疫情發展和科學數據分析，適
度調整抗疫措施，以堅守 「外防輸入」 ，
並善用科技去完善流程，便利對社會經濟
復常必要的活動及人員往來，務求在保障
市民健康的同時，減低對社會正常活動的
影響，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

「科學為本、精準抗疫、風險可控、
便民利民」 ，方向正確，關鍵要看實效。











































佩洛西竄台加快中國統一步伐

近日，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無視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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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可
誅。作為美國政壇第三號人物，佩洛西所
作所為令人不齒，更令人憤慨。事件再次
提醒香港市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任重而道遠。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維護國家
安全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使命和責任，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每個中國人的神聖
職責，任何破壞國家安全、干涉中國內政
的卑劣行徑都將遭到有力的反制。

香港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之一，基
於歷史原因，部分居民對於國家觀念及國
家安全教育有所缺失，故培養香港青少年

的家國情懷至關重要。香港善德基金會近
期舉辦了 「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 校際挑
戰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就希望通過輕鬆
的過程，讓香港青少年意識到國家安全的
重要性，了解國情、鍛煉自己，未來更好
地貢獻國家。此次比賽共吸引110間中學和
47間小學參與，參賽人次超過11萬。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頒獎禮
上指出，對國家安全的意識及認識都是學
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因此香港青少年
有學習的需要，教育界有教導的責任。身
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梁振英希望香
港青少年要更加充分認識國家安全，認識
國家安全事件及國際關係的變化，感知大
變局急速發展的進程。

作為關愛青少年成長發展的慈善機構，
善德基金會將始終以培養具備家國情懷和
國際視野的青少年為己任，為香港青少年
搭梯建橋，助力香港青少年更健全地發展，
為國安、家安、民安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

國安教育 從小抓起

與台獨鬥爭要有大局觀戰略視野

8月2日夜間，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
無視我國多次嚴正警告，冒天下之大不韙，
乘專機曲曲折折、鬼鬼祟祟抵達台北松山
機場，並於次日會見民進黨 「台獨」 頭目，
公然踐踏我國主權，挑釁14億多中國人民。
這一無視國際準則的肆意妄為，極大地傷
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激起了全體中國人
民的強烈憤慨。外交部、國防部、中共中
央台辦、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於8月2日晚相繼發表聲明，對佩洛
西竄訪台灣表示堅決反對，嚴厲譴責，並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8月4日
開始，解放軍在台島周邊海空域進行軍事
演訓；外交部則宣布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

屬採取制裁措施，並取消或暫停與美方的
8個相關合作。

一系列行動有力地震懾了 「台獨」 及
境外勢力。然而，仍然有人覺得應對不夠，
不解氣。筆者很多同事、親友不斷發微信
詢問：到底為什麼不採用或打或趕的辦法？
而我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 「主不可以怒
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

向着既定目標推進
這是取自《孫子兵法》的一句名言。

意思是：主公不可因為一時憤怒而發動戰
爭；軍隊將領不可因為一時生氣而發起戰
鬥。因為戰爭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關係
到百姓禍福安危。《孫子兵法》所載 「詭
道」 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計謀叫 「怒而
撓之」 。就是如果敵國領導容易意氣用事，
就要想辦法激怒他，促使他在不利於他的
形勢下介入戰爭；如果敵軍將領性格魯莽，

就要設法激怒他，讓他在不利的時間、地
點和條件下投入作戰。

美國統治集團固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統
一。但它更不願意看到中國目前的發展速
度。因為如果中國照此速度發展下去，很
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在某些方面超過它，
從而結束它稱王稱霸的歷史。長期的技術
封鎖， 「晶片」 的釜底抽薪，拉幫結派式
的對華孤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 「有效，
然而有限」 。於是美國當局一些人，如特
朗普、蓬佩奧、佩洛西之流，只好處心積
慮地刺激我國，特別是在我國南海主權和
一個中國原則上，屢屢挑戰我國的底線。
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激怒我國，把我國
拖入戰爭，從而喪失讓他們羨慕、嫉妒、
恨的發展機遇，從根本上排除趕超美國的
可能。

佩洛西竄訪台灣，就是美國統治集團
這個陰險腳本中最新的一場鬧劇。因為陰

險，應對就得格外審慎小心。應對不當，
就可能落入圈套。

「台獨」蹦躂不了多久
佩洛西作為美國政壇的第三號人物，

其座機受到美國軍方的嚴密保護。當晚美
國兩艘航空母艦在附近區域游弋，戰機實
行區域護航。如果我們強行攔截或者將其
擊落，必然引發雙方的軍事對抗，甚至引
爆中美之間的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大概率
結果是兩敗俱傷。那樣我國很可能會送出
三份大禮：一份給美國統治集團，他們如
願以償地看到我國毀掉改革開放40多年的
發展成果和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一份給
「台獨」 分裂勢力，他們意外得到苟延殘
喘之機，也會像當年蔣介石聽到朝鮮爆發
戰爭那樣欣喜若狂；一份給佩洛西本人，
一個82歲老太，竟然一夜間得到成為美國
英雄甚至美國烈士的機遇。

國與國之爭，既有爭利，又有爭氣。
很多時候爭利要重於爭氣。國家存亡、民
族安危、百姓禍福高於一切。中央這次處
理佩洛西竄台的決策充滿大局觀和謀略性。
如果大家還不好理解，我打個比方。馬拉
松賽跑中，一位 「黑馬」 運動員從位居幾
十名一直趕超到第二位。這時暫居第一位
的運動員做些小動作阻礙他。那麼這名正
在快速超越、有望後來居上獲得第一名的
運動員，應該怎麼做？是停下來揍對方一
頓，出口惡氣，還是設法躲避干擾，繼續
趕超，爭取奪冠？

與 「台獨」 分裂勢力的鬥爭，我們同
樣應該充滿大局觀和謀略性。 「台獨」 分
裂勢力就是一隻死鴨子。它嘴巴再硬也蹦
躂不了多久。我們沒有必要天天跟着他們
的節奏動，更不要被他們牽着鼻子走。而
應該心定神清，按照規劃的戰略步驟，堅
定不移地向着既定的目標推進。

8月2日，美國國
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
國台灣地區，是對全體
中國人的嚴重挑釁。在
佩洛西抵台後，外交部

即時發出聲明，嚴厲譴責佩洛西一行竄台，嚴重違反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外交部並緊急召見美
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
司司長等亦先後發表聲明作出嚴厲譴責。行政長官李家超
指出，佩洛西竄訪台灣之舉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助長 「台獨」 意識，他強調香港特區政府反 「台獨」 意志
堅定，立場清晰，特區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
國內部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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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佩洛西在其政壇生涯即將謝幕之際，不聽國
際的勸阻和中國政府的嚴正反對，非竄台不可？而佩
洛西竄台又將會給香港乃至亞洲的局勢帶來怎麼樣的
衝擊？

挑戰中國底線自取其辱
在談及佩洛西竄台之舉的影響之前，不妨先來翻翻 「舊

賬」 ──佩洛西何許人也？這個號稱反華第二，無人敢稱
第一的美國政客，多年來她屢次作出傷害中美關係，
大肆參與煽動分裂中國的惡行。1991年，佩洛西在訪
華期間以所謂支持民主為名尋釁滋事、嘩眾取寵；2008
年，佩洛西更是在西藏問題上煽風點火，慫慂時任美
國總統小布什抵制北京奧運會；2019年，佩洛西接見
竄訪美國的反中亂港分子，並將香港的違法暴力行為
稱之為 「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又要求白宮執行 「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 ……

以亂港禍台來達到其反中的目的，這可謂是美國政客
一貫操持的陰謀伎倆。近年來，無論是禁止華為的5G技
術及設備，還是利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問題大做文
章，都是美國惡意打壓中國崛起的伎倆。以2019年香港
黑暴為例，美國在幕後輸送資金，出謀統籌，打着所謂 「自
由、民主」 的旗號，實施港版 「顏色革命」 的行徑是有目
共睹。為了通過所謂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參
議院克魯茲和霍利一抵港就火急火燎地會見一眾反中亂港
頭目，更胡謅 「未見示威者暴力、只見警方施暴」 云云。

黑暴對香港社會經濟造成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失，然
而，這一切都不過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長期戰略的一步
棋子，當時的香港特區，成為了美國意圖打擊中國的 「抓
手」 。

此次佩洛西一意孤行，孤注一擲地竄台，除了要為其
個人的反華行為 「添磚加瓦」 ，書寫歷史的 「光榮印記」

外，這更是美國一以貫之，挑釁中國主權，打壓中國發展，
破壞兩岸和平的又一次具體體現。8月3日，由內地各地近
300個台資企業協會或企業組成的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
聯誼會公開發表聲明，指出佩洛西竄台使得台海和平穩定
遭到破壞，打亂了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而 「台灣當局挾
洋自重、綁架民意，給包括廣大台商在內的台灣民眾帶來
的巨大傷害。」

美國何嘗真正關心過港台民眾的福祉和亞洲的和平？
只要能為他們的全球霸權和政治表演有所 「加持」 ，
世界上所有的地區和人民都會成為他們戰略擴張的 「犧
牲品」 和獻祭羔羊。然而，無論佩洛西竄台還是為香港黑
暴拍手叫好，她反華的目的是永遠不可能得逞的，是注定
失敗且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正如外交部發言人
所言，佩洛西的民主不過是一件 「爬滿蝨子的袍子，乍
看華麗，近看不忍卒睹」 。

黑暴期間，曾有一條透過抹黑新疆和香港情況，藉以
煽動 「台獨」 的標語。但事實卻是，無論是新疆還是西藏，
中央政府給予當地少數民族自治和扶持優待的政策處處彰
顯，兩個自治區的經濟繁榮和民生幸福可謂是有目共睹。
而今日的香港也在香港國安法、新選舉制度的保駕護航下，
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使得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和民族繁榮的大局，使得 「愛國者治港」 原則貫徹落實。
美國妄圖 「攬炒」 香港的黑手，反而成為了加速香港重生
的反作用力。

維護國家主權步伐更堅定
如今佩洛西竄台意圖破壞兩岸人民的感情，打亂兩岸

和平統一的進程，但她們不曾料想的是，歷史總會站在正
義的一方，他們越是想要破壞兩岸的和諧、挑戰中國主權
的底線，中國就越有可能盡快地完成兩岸的和平統一。而
以佩洛西為首的反華政客，不過是中國統一進程中的幾個
跳樑小丑罷了。

8月5日，外交部宣布，針對佩洛西惡劣挑釁行徑，中
方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對佩洛西及其直
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且對美國實施八項反制措施，包括
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
晤、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等。

佩洛西竄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島周邊六個海空
區域進行重要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中國以強
而有力的姿態向世界展示了，在試圖分裂中國的勢力面前，
中國有底氣反擊，更有能力反擊，而反華小丑們每一次突
破底線的挑釁，都將促使我們國家在統一進程中，步伐更
加堅定，步調更為一往無前，而等待這些不懷好意的小丑
們的，只是自取其辱的審判。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
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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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打擊台獨分子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引
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最近輿論的焦點
主要聚焦於解放軍連日來在台島周邊海空
域進行的重要軍事演訓、中國宣布對佩洛
西及其直系親屬實施制裁、對美國採取反
制措施等。除了全方位的反制行動外，內
地國家安全機關也採取行動打擊潛藏的 「台
獨」 分子。

內地媒體8月3日報道，浙江省溫州市
國家安全局依法對長期從事 「台獨」 分裂
活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楊
智淵實施刑事拘傳審查。報道稱，楊智淵
長期鼓吹 「台獨」 ，夥同他人成立 「台獨」
非法組織 「台灣民族黨」 ，大肆鼓噪 「公
投建國」 ，高調推行 「急獨」 路線，策劃
實施 「台獨」 分裂活動，涉嫌分裂國家犯

罪和煽動分裂國家犯罪。
國安機關在佩洛西竄台翌日，依法拘

傳審查有關的 「台獨」 頑固分子，釋放了
強烈訊號。佩洛西竄台要為 「台獨」 勢力
撐腰，極力煽動兩岸對立，公然挑釁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
國安機關果斷拿起法律武器，對 「台獨」
分裂勢力謀 「獨」 拒統、破壞和平的種種
逆行，依法嚴懲，彰顯了國家法律尊嚴，
體現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意
志。既是對佩洛西竄台的有力反制，也是
對 「台獨」 勾連美反華勢力的嚴厲警告。
正如國台辦發言人強調，凡是以身試法的
「台獨」 頑固分子，都逃脫不了國家法律
的嚴懲。

勾連外部勢力的 「港獨」 分子如今的
下場，已經給了 「台獨」 分子前車之鑒，
加上楊智淵 「台獨」 案件，從心理上和實
質上都給 「台獨」 分子造成壓力，也再次
證明了 「台獨」 必然是死路一條。

城市智庫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