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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

區 檢 測 計

劃」昨日踏

入第十天，

逾150萬市民接受採樣，134萬個樣本完成化驗，

迄今累計揪出21宗隱形患者個案。這一成績的取

得，離不開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的辛勤工作，以及

香港市民的積極配合。在中央統籌部署及指揮下，

國家衞健委先後派出575名支援隊成員赴港援助，

日以繼夜進行樣本檢測，其中兩名年輕的支援隊隊

員還因為完成這項任務推遲了婚期。昨日下午，15

名本港建制派議員及多名醫學界代表向支援隊表示

慰問，並送上市民的心意卡、漫畫等紀念品。

援港推遲婚期 市民精神鼓勵
建制議員醫學界代表慰問內地支援隊 贈心意卡漫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下午，15名本港建制派議員及多名醫學界代表，來到內
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下榻的九龍維景酒店，表達市民的謝意

和慰問，並舉行座談會。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總隊長、國家衞健委醫管局副局長李大川
表示，575名支援隊成員赴港，既帶着中央政府的關愛，也帶着
內地人民的囑託；而廣大香港市民對普及檢測的支持，亦是他們
完成工作的重要精神鼓勵，「我一定會把大家的問候帶給隊員，
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李大川指，檢測工作將於下周一（14日）結束，隊員們會慎終

如始，繼續努力工作，幫助香港早日恢復經濟秩序。
廣西檢測支援隊隊長龐軍表示，廣西隊響應中央號召，共派出
三批184名隊員，這些隊員來自省市最好的醫院，是檢測方面的
專家也是青年骨幹，隊伍平均年齡不到35歲。過來之前，衞健
委對他們進行了嚴格的培訓及考核；來港之後，華昇診斷中心亦
對隊員們進行了本地培訓，「所有流程都符合香港要求。」

兩年輕醫生為任務推遲婚期
龐軍提到，隊內的兩名年輕醫生，因為要完成這次任務還推遲
了婚期，分別是北海市人民醫院和廣西省人民醫院醫生，兩人都
是31歲，在與伴侶達成共識後，決定推遲婚禮，然後主動請纓
來港支援檢測工作。
實驗室日以繼夜進行樣本檢測，龐軍指今次普檢的工作量巨
大，本月1日至5日、即計劃開展首五天，隊員們是「兩更
制」，每更工作12小時，本月6日後，再有新一批支援隊隊員抵
港，才改成「三更制」。他又指，各組工作中，拆包組均為手工
作業，最為辛苦，而且這一環節關係到後面的工作鏈條，十分重
要，但他們還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廣西的15名拆包組組員亦
獲得了拆包艙的質量獎。

香港和內地是一家人
廣東組支援隊隊長余德文指，隊員們充分感受到了香港各界對

支援隊的歡迎，他們收到了幾百張市民的手繪漫畫和錦旗，還有
數千封表達感激的電郵，「打印出來厚厚一疊」。他說：「香港
和內地是一家人，過去內地遭遇水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時，香港
曾伸出援手，所以今次香港抗疫需要內地援助，大家也一定會專
業敬業地完成任務。」
福建支援隊副隊長鄧艷琴表示，今次援港的福建隊員也是十分
優秀，部分人參與過援助湖北和意大利的工作，很有經驗。福建
隊願與香港市民一道同心抗疫，圓滿完成檢測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名建制派議員昨日在座談會
上，感謝內地支援隊來港。建制派召集人、立法會商界第二議員
廖長江指出，支援隊成員基於血濃於水的高尚情操，離鄉別井支
援本港，又認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有助加快實施內地與香港的「健

康碼」互認。另外，有市民想向支援隊員致送1,000盒月餅，但對方表
示心意已領、月餅不能接受。

廖長江：「健康碼」近期若能實施 有賴普檢
廖長江表示，香港非常歡迎支援隊的到來，內地抗疫成果世界有目
共睹，過程中雖有辛酸，但成就令人感動。他說，支援隊成員為了幫
助香港，離鄉別井到港工作，是基於血濃於水的高尚情操，「這對
香港非常重要，我們很感恩。」他又指出，內地和香港的「健康
碼」互認措施，近期若能實施，是有賴於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並希
望盡快開通兩地的旅遊、商務和體育氣泡，恢復人員往來。

李慧琼：普檢讓港獲內地防疫經驗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表示，如果不是支援隊的大力協助，香港無法在
短時間內大幅提升檢測能力，而普及計劃是一個很好的基礎，讓香港獲
得內地的防疫經驗。她又表示，聽聞部分隊員為了節省時間，工作時
穿戴尿片，減少上洗手間時間，對此表示敬佩。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說，大批市民都想用不同方法表達對普及檢
測的支持，有市民更想向支援隊員致送1,000盒月餅，但無奈對方表
示心意已領、月餅不能接受。她又指出，目前檢測數據顯示，本港
每10萬人中僅有4個病例，比例較低，對重啟經濟非常有利。
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亦代表醫學界參與慰問，表示普及

計劃是對抗疫情的重要舉措，這是醫學界的共識，亦有利於下一步
恢復社會活動。他指自己曾親自參與檢測工作，發現籌備計劃非常不
易，因採樣的醫護並非每天從事這項工作，如何正確採樣都要經過培
訓，能順利完成計劃，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內地核酸檢測支
援隊對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有效實施貢獻良多，
多個團體發函致謝，並讚揚支援隊無私逆行，在
危急關頭對香港伸出援手，體現了醫者仁心、無
疆大愛及同胞之情，同時更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
技術，為香港未來的防疫抗疫工作起了重要的示
範作用。

友協：為疫情防控提供示範
香港友好協進會昨發感謝函表示，國家在疫情

形勢極為嚴峻之時，應特區政府請求迅速反應、
伸出援手，調派500多位內地醫學精英組成核酸
檢測支援隊，逆行來港提供協助，與市民攜手抗
疫，充分體現了國家和內地人民對香港的關愛之
心和同胞之情。
該會感謝支援隊除了面對繁重工作外，還要面對

一些無端的質疑，但仍日以繼夜堅守崗位，絕對是
勇於擔當、無私無畏的逆行者，更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踐行者；並相信支援隊留下的寶貴經
驗與成熟技術，將為今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示
範。

港區省級政協聯：貢獻巨大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亦發感謝函，讚

揚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協助建設方艙醫院和擴展
社區治療設施規模，並加強病毒檢測能力，使香
港得以在短時間內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並找
出多位隱形患者，為減少社區傳播作出巨大貢
獻。函中提到，支援隊許多隊員在內地的抗疫工
作結束沒多久，甚至還未能與家人團聚，就無畏
赴港參與「戰疫」；即便繁重的工作令隊員雙眼
熬得烏青，臉上深印口罩壓痕，手上滿布磨損的
破皮，他們也未有怨言，這一切香港市民都不會
忘記。

港僑聯：感激無私貢獻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亦感激支援隊的無私貢獻，與香港市

民同心抗疫，大家日以繼夜，堅守崗位，不屈不撓的精神
更是令人敬佩；相信有支援隊的大力支持和祖國人民的無
私援助，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雲南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醫者仁心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則表示，支援隊應對疫情的

豐富經驗，為香港盡早打贏疫情防控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
作用，同時亦展現了醫者仁心的精神，以及血濃於水的同
胞之情，該會對此致以敬意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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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到九龍維景酒店慰問內地支援隊員，並進行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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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讚支援隊成員高尚情操

■香港市民向內地支援隊致送的漫畫、心意卡及書法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大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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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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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艷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昨拘捕 15 人，涉嫌上月操
控壹傳媒股價、串謀詐騙及洗黑錢
等。壹傳媒股價一度大起大落，市
場高度懷疑有人公然造市、擾亂市
場。警方迅速回應公眾關注，果斷
執法展開調查，向社會發出打擊造
市、不容擾亂市場秩序的清晰信
號。壹傳媒股價異動，背後不排除
有重大政經圖謀，警方、證監會等
執法機構須深入調查，挖出幕後黑
手，保障投資者利益，維護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的良好市場秩序和聲
譽。

黎智英8月10日因涉嫌違反國安
法被捕後，壹傳媒股價開始不尋常
地大幅波動，兩日內由 0.075 元爆
炒至12年高位的1.96元，市值由2
億元飆升至 50 億元。黎智英旗下
《蘋果日報》公然唱好壹傳媒股
價，渲染「良知散戶撐起股價」，
結果許多投資者盲目跟進，損失慘
重，有小投資者損失過百萬元。而
警方初步調查表明，壹傳媒股價不
尋常波動，根本不是「良知散戶支
持」，而是有人公然造市、操控股
價。

香港金融市場一向監管嚴格，強
調公開透明。壹傳媒股價罕見異
動，引發監管機構迅速反應。證監
會8月11日即發聲明關注，並已向

券商索取交易資料，展開調查。根
據香港法例，證監會和警方都有權
調查市場異常事件，由於證監會沒
有逮捕權力，且市場失當行為罪構
成複雜、調查程序長時間久，由警
方以入罪門檻較低的「詐騙」「洗
黑錢」作為調查方向迅速出擊，能
夠迅速有效打擊造市者肆意妄為，
維護市場正常秩序。

壹傳媒股價大幅波動，不似一般
的欺詐造市。被捕15人中部分互相
認識，顯示他們有某種聯繫，其中
10人報稱無業，但被捕人士於3日
內共買賣逾 1.3 萬次，涉及 16.9 億
股，涉及金額15億元，佔該股3個
交易日 23.8%的交投量。「無業
者」有如此資金能量將壹傳媒股價
舞高弄低，不能不令人懷疑背後另
有操縱者。

黎智英是反中亂港勢力的「幕
後金主」，這是公開的秘密。壹
傳媒股價超乎尋常的異動，是普
通的造市謀利金融案，還是牽涉
不可告人的政經圖謀，會否危及
國家安全、損害本港法治穩定，
有不少迷團未解，公眾對此高度
關注。警方、證監會必須一查到
底，將幕後黑手繩之以法，鏟除
損害本港金融市場、社會穩定的
潛在隱患。

徹查妖股異動 維護市場秩序
近日本港社會輿論澄清「三權分立」謬誤之餘，都

認同司法獨立的重要性。但近期有多宗案件的判決，和
司法機構處理一些問題的手法，讓公眾明顯感覺偏頗和
缺乏公開透明，引發擔憂和質疑。法官審案判案只考慮
法律因素，不將個人感情、政治立場帶入裁判之中，並
且以維護社會整體法治為出發點和歸宿，這是司法公正
的核心要義，也是司法受到尊崇的基礎；如果做不到這
一點，司法獨立就會變成司法獨裁。社會不應干預司法
獨立，公眾尊重敬畏司法，司法機關更要在司法實踐和
事件處置中，始終保持不偏不倚和公開透明，不要造成
偏幫特定立場的爭議，以免自招質疑。唯有如此，公眾
對司法公平公正才會保持信心。

曾幾何時，本港作為國際認可度相當高的法治社
會，尊重司法獨立被視為社會圭臬。近日有關三權關係
的爭議再成社會熱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香港政
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以行政長官為核心，但不等於行政
長官會干預司法獨立。 包括特首和行政機構在內，任
何人不得干預司法獨立，不得妨礙司法公正，這是法治
社會的最基本原則和最重要素養；相對應的，司法機構
亦有責任展示秉持法律，公正審理案件、處理問題，不
要讓公眾感受到法官判案、司法機構處理問題時帶有強
烈的政治意味，產生明顯的雙重標準觀感。可惜，近期
一些法官審理的案件及司法機構的處事方式，越來越讓
公眾對司法機構能否秉持公正公道存疑。

公眾高度關注在一些案件審理中，有多名干犯暴動
罪的被告，棄保潛逃風險相當高，但卻被某幾位法官准
予保釋，結果紛紛出逃；有幾位法官在審理有關修例風
波案件中，不顧暴動現場的特定狀況限制，對作供警員
窮追猛打，或認為警員供詞不可靠，不接納警員證供，
甚至直斥警員「誇大其辭、不排除捏造」。結果，多宗

修例風波案件的被告成功脫罪，「警察捉人、法官放
人」的社會觀感難免更加強烈。本來法官絕對不應分
「黃藍」，但社會出現「黃法官」的質疑，確實緣起於
某些法官的出格反常庭審表現。

此外，司法機構對待一些法官的不同處理手法，讓
公眾明顯感到厚此薄彼。今年4月底，區域法院法官郭
偉健處理一宗傷人案時，形容案中被告「情操高尚」，
郭官因此而被司法機構決定暫時不應審理涉及類似政治
背景的案件——在此案中，被告是反對「連儂牆」的市
民。但另一方面，有少年為發洩不滿，於深宵時份向馬
路投擲汽油彈，裁判官水佳麗稱被告是「優秀的細
路」，認同他「滿腔熱誠深愛香港」；裁判官何俊堯形
容犯案的「香港眾志」成員是「未來社會棟樑」，着他
們應留「有用之軀」。水佳麗、何俊堯在審案時明顯表
達個人的政治立場，不僅沒有受到司法機構任何公開
訓誡，何俊堯更獲加薪調職至高等法院擔任副司法常
務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強調，法官必須避
免就社會中具爭議的議題發表任何政見，否則有機會
損害不偏不倚的形象。可是，司法機構在處理不同法
官的政見表達問題上，是否也做到一視同仁、不偏不
倚？

本港社會有尊重、信任司法機構的良好傳統，過往
很少質疑法官判案和司法機構處事，這得益於司法機構
多年來依法公正判案和處事。但上述有明顯表面證據支
撐的不公質疑，難免會損害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動搖
市民對司法獨立的信心。「黃法官」「藍法官」標籤的
出現，是公眾對司法出現信任危機的危險信號，司法機
構應該認真檢視，深刻自省，放下高高在上、闊佬懶理
的姿態，認真、積極地回應和處理公眾質疑。這樣做，
才能不負司法獨立踐行者和守護者的神聖職責。

司法機構要力免自招公眾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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