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要聞

A7

●責任編輯：簡 旼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
2021年
2021
年 3 月 26
26日
日（星期五）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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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過去一年多已經經歷四波疫情，每次
本地個案受控不久，又爆發新一波疫情，這
與防控措施過早放寬關係密切。現時社會上
各項服務和市場總體正常，唯獨與旅遊相關
的行業仍然冰封，但要重啟旅遊業必須本地
疫情「清零」一段時間，才能說服內地及周
邊地區與本港恢復通關，因此社會各界都應
該將防控措施堅持到底，嚴防死守，以免前
功盡棄。
本地個案越是接近或達至「清零」，做好「外
防輸入」工作就顯得更加重要。即使本地個案
已經「清零」，一旦外來個案傳入社區，爆發
速度還是可以很快。因此，當前關鍵是要鞏
固對輸入個案的防控工作，尤其是與本港人
員往來密切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區，最近疫
情明顯反彈，印度的單日新增確診已經由 2 月
時的每日一萬多宗，增加至近日的 5 萬多宗，
巴基斯坦也增加至每日新增近 4,000 宗。昨日
新增的 5 宗輸入個案，就全部來自菲律賓、印
度和巴基斯坦，而且全部驗出 N501Y 變種病
毒。可見「外防輸入」
壓力巨大。
另外，冷鏈運輸也一直是病毒輸入的一個
漏洞。國家防疫專家鍾南山日前表示，早前
內地農村出現的新冠疫情，很大機會是由冷
鏈運輸傳播，需要研究新冠病毒在冷凍環境
下的濃度及存活率，並做好社區篩查。毫無
疑問，本港需要針對冷鏈進口、運輸行業，
加強「驗貨」和對行業從業員的定期檢測，
堵塞病毒輸入的漏洞。
市民都希望不明源頭個案單日零新增是本
港邁向「清零」的一個好開始，社會各界需
要繼續堅持防控措施不鬆懈，更要積極接種
疫苗達至群體免疫，才能徹底戰勝疫情，迎
來恢復通關、經濟復甦的榮景。

本港昨日新增 9 宗新冠病毒確診，4 宗本地
感染均屬有源頭，是去年 11 月 16 日以來首次
沒有源頭不明個案。這固然是好消息，代表
本地控疫露出曙光，亦顯示政府今年來不斷
提升防控措施的成效。但這個來之不易的成
果十分脆弱，需要好好珍惜，對內繼續鞏固
防控措施，堵塞檢測追蹤方面的漏洞；對外
則嚴防外來輸入，尤其是嚴防近期疫情有所
反彈的印巴地區的輸入威脅。汲取過往多波
疫情的教訓，特區政府必須秉持寧緊勿鬆的
原則，待本地疫情「清零」後一段時間，才
能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本地新增個案已連續多日單位數，昨日更
是第四波疫情以來首次沒有本地不明源頭個
案，希望這是本港疫情邁向「清零」的好開
始。今年以來，政府多番收緊防疫措施，完
善檢疫、檢測和追蹤機制。包括不斷擴大檢
疫範圍，由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擴
大到密切接觸者的家屬均需檢疫；將強制檢
測的標準提升至單一樓宇或公司一人確診就
要強檢；又推廣使用「安心出行」給市民記
錄行蹤；加上政府早前已經收緊措施防止外
來輸入，可以說，今次成功控制第四波疫
情，是政府不斷升級防疫措施及各界積極配
合的成果。
不過，我們也不能有絲毫盲目樂觀和鬆懈，
畢竟昨日僅僅是 4 個多月來第一日出現零不明
源頭個案，疫情反覆可能隨時再現，必須繼續
總結經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對於後續疫情防
控，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比較樂
觀，認為第四波疫情接近尾聲，希望能夠達至
「清零」；但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就較
為謹慎，認為應先觀察至少一兩星期，社交距
離措施目前也不應貿然放寬。

社評

珍惜鞏固防疫成果 嚴防輸入穩固「清零」

基於謊言將商業問題政治化極不明智
H&M 等品牌以所謂「強迫勞動」等理由
抵制新疆棉花，引發中國民眾強烈不滿和反
抵制浪潮。西方一些政客從未去過新疆，卻
以意識形態偏見炒作基於謊言、謠言的想像
畫面；部分商家盲目隨政客起舞，將商業問
題政治化，傷害中國消費者感情，極不尊重
中國市場；中國民眾的不滿與抵制，是樸素
愛國感情的表達，不應貼上「民族主義」標
籤。中歐信任合作是大方向，中歐投資協定
將為歐洲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打開大門，商家
應是中歐合作的促進者，而不要不明智地邊
吃中國飯、邊砸中國碗。
新疆棉花具世界頂級品質，生產早已高
度機械化，機械採棉已超七成以上，所謂
「強迫勞動」等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是毫無
事實根據的妖魔化抹黑。對個別國際行業組
織和跨國企業以所謂「強迫勞動」「少數民
族歧視」等理由，停用新疆棉花問題，中國
外交部、商務部、中消協等發表聲明指，純
白無瑕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勢力玷污抹
黑。
謊言不是事實。新疆棉花生產早已實現高
度機械化，據新疆農業部門 2020 年數據，新
疆 棉 花 機 械 採 摘 率 已 達 69.83% ， 其 中 北 疆
95%的棉花是通過機械採摘的，即使在忙碌
的採摘季，也不需要大量的採棉工。而在需
人工採棉的部分小塊、分散棉田，在近 50 天
的採棉季，採棉工平均每人能掙到上萬元人
民幣。西方一些政客拒絕到新疆實地參訪、
不肯面對事實，卻熱衷炒作「強迫勞動」這
類無知、惡意、充滿想像的畫面，以謊言抹
黑、以謠言妖魔化新疆棉花，只能暴露其
「人權教師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制度霸權
嘴臉。

兩赴新疆考察、歷時 4 年時間完成《維吾
爾族假新聞的終結》一書的法國作家兼記者
馬克沁．維瓦斯，在目睹了新疆的巨大進步
和非凡活力後發現：「西方關於新疆的大量
謊言，都是那些從未去過新疆的人散布
的。」他在書裏建議讀者，親自到新疆走一
走，這樣才能看到真相。那些仍想像新疆
「強迫勞動」甚至「種族滅絕」的歐洲駐華
使節、歐盟議員、國際行業組織和企業，應
到新疆實地參訪，事實會證明，他們的想像
畫面多麼無知，相信這些謊言多麼可憐。
對於包括 H&M、耐克、阿迪達斯等多個
國際品牌令人遺憾地做出傷害中國消費者感
情的事情，多個電商平台將相關產品下架，
民眾表達憤怒和抵制，香港和內地多位藝人
宣布取消與這些品牌合作。公眾這種樸素愛
國感情的表達，應引起這些商家反省、警
醒。商家隨反華小圈子政客起舞，將商業問
題政治化，極不明智。中國市場很大，但不
歡迎惡意中傷者，中國消費者珍愛國家民族
尊嚴，如果有人無視事實、無端抹黑妖魔
化，他們不會答應。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抗美
援朝 70 周年大會所言：「現在中國人民已經
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
不好辦的！」
有識之士認為，目前美歐反華政客意圖以
各種小圈子、以人權話題當做博弈資本，以
謊言謠言破壞中歐合作，阻撓中歐投資協定
的商議和正式簽署。中歐投資協定有利歐
盟、世界、中國，互惠互利，更為歐洲企業
進軍中國市場打開大門，目前中歐雙方正開
展投資協定法律審核工作，商家要看清中歐
信任合作的大勢和大局，做中歐合作的建設
者、促進者，這才是明智選擇。

法律界：完善選制是社會發展穩定器
中律協辦交流會 80事務律師大律師會員網上網下參與
香港中律協昨日舉辦《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落實

的決定》法律界交流會，邀請全國人大

愛國者治港

常委譚耀宗，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中律協創會榮譽顧問譚惠珠，
立法會議員吳永嘉，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作為主講嘉賓，分別發表主題演講，約 80 名事務律
師及大律師會員通過線上線下的形式參與了本次交流會。多位主講嘉賓表示，是次
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對香港現行選舉法律制度的完善，是鞏固香港法治精
神的重要措施，是香港社會健康發展的「穩定器」。
●中律協舉辦交流會
中律協舉辦交流會，
，全力支持人大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
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香港中律協表示，全力支持全國人大依
憲依法在國家層面對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修訂，主辦本次交流會，希望讓
更多法律執業者對《決定》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及特區政府修改本地法律的工
作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法律意見。

譚耀宗：為未來乘風破浪奠基
譚耀宗以《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為
題發言。他表示，香港一直以完善的法
律制度聞名世界，在回歸以後，香港的
法治排名一直名列前茅。然而，現時香
港不完善的選舉制度成為了反中亂港分

子企圖奪取政權、癱瘓政府的平台，也
讓香港屢次陷入政治爭拗的漩渦，這對
香港的法治精神也是一種極大的破壞。
他指出，本次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既是對香港現行選舉法律制度
的完善，亦是鞏固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措
施，更是香港社會健康發展的「穩定
器」，為香港社會未來乘風破浪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

譚惠珠：落實「愛國者治港」極重要
譚惠珠以《「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行穩致遠》為題發言。她表示，在

「一國兩制」下，中央不直接派員管治香
港，所以落實「愛國者治港」是非常重
要，這樣才能落實及體現香港在國家改革
開放和民族復興過程中可作出的貢獻。

吳永嘉：一次過解決
「老問題」
吳永嘉以《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
作》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首先，中央
強調「愛國者治港」，並決定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是一脈相承的必然結果。其次，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整個過程以「三
步走」的方式進行，是理性的決策和務實
的態度。再者，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亦是展示我國「平

陳茂波：完善選制可升管治效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攬炒派聲稱香港國安
法立法，及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
決定令外國投資者「撤離」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日表示，香港銀行體系並沒有明顯的資金流出跡象，相
反至去年底合共有 500 億美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令資
金撤出香港的說法不攻自破。
陳茂波在特區政府舉辦的「香港：把握投資新機遇．
開拓海外新商機」新年交流會上表示，香港在過去兩年
經歷不少，先有 2019 年下半年的社會事件和暴力衝
擊，後有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香港的經濟受到重
創，經歷連續兩年衰退，去年收縮的幅度更達6.1%。
不過，他強調：「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在國家
的支持下，香港仍然是內地企業發展海外市場的好搭
檔。」香港國安法幫助香港迅速回復穩定和良好治安；
今年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讓香港突破政治上的內耗和空轉，提
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

港銀行體系無明顯資金流出跡象
回顧過去兩年，陳茂波說，香港的金融市場一直保持
平穩、運作有序。資金繼續自由進出，港幣自由兌換，
聯繫匯率持續運作暢順。香港股票市場交易活躍有序，

視美國」的氣魄與實力。最後，中央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促行政立法精誠合作，利
國利港利民。總而言之，這次全國人大為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一錘定音，把爭議了幾
十年的議題一次過解決，是香港發展的里
程碑，也是「一國兩制」發展的里程碑。

陳曼琪：選制政治包容性大
陳曼琪的發言以《捍衛國家安全，維護
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為題。她表示，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不是絕對的，必須以維護國
家安全為首要考慮。香港選舉制度有很大
的政治包容性。基本法第六十七條容許非
中國籍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永久性居民參選立法會議員。但是，這
政治包容度必須建基於以愛國者為主體。
她認為，新的選舉委員會是香港社會各
階層的縮影，比改革前的選舉制度更具廣
泛代表性，更能符合香港實情，捍衛國家
安全，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讓香港平
穩有序推進民主進程，最終達至普選。
4 位嘉賓與現場及線上參與的會員進行
了熱烈的互動交流。是次交流會亦列入香
港中律協主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免費證書課程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導覽》15 小時免
費證書課程兩個專業法律課程計劃，供會
員修讀。

范鴻齡：重要公營機構應由愛國者決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早前要求所有公務員
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外
界關注公營機構職員是否同樣需要
宣誓，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昨日表
示，他個人認為重要公營機構內有

決策權的高層都應由愛國者出任。
范鴻齡表示，他本人與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管局董事局
成員、醫院各個聯網總監均應該
宣誓，但醫管局並非政治架構的
一部分，情況與公務員不同，絕

大部員工每日只負責作出醫療決
定，毋須全體宣誓。
不過，范鴻齡強調上述分類只
是其個人想法，當政府向醫管局
諮詢時，他會在取得醫管局大會
授權後將意見交由政府考慮。

胡漢清批部分西方國家不諳港問題
●陳茂波通過短片在交流會上致辭。
對一連串公開招股集資活動反應踴躍。香港銀行體系沒
有明顯的資金流出跡象，相反至去年底合共有500億美元
資金流入港元體系，令資金撤出香港的說法不攻自破。
他表示，香港銀行體系的存款總額在 2019 年及 2020
年分別增加了 2.9%及 5.4%，銀行的資金充裕、利率偏
低，一般商業借貸成本比內地便宜得多，並相信即使面
對驚濤駭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穩固，競爭
力依然強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
部分西方國家不斷抹黑中央是次出
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國政協委
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
昨日在會見記者時批評這些國家
並不明白香港現時的問題，又強
調每一個國家都是由愛國者治
理，這些國家不應持雙重標準。
胡漢清表示，已故國家領導人
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的
構思充滿誠意，讓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可惜，特區政府在落實
「一國兩制」上存在缺陷。中央

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會設立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為選舉設立
安全防線。
他說，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是
為了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
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
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確保他們符
合條件。事實上，不只是行政長
官需要盡忠職守，香港管治隊伍
的每一個部門都應該盡忠職守，
因此立法會參選人及選舉委員會
委員亦應包括在「審查範圍」內。
對部分西方國家不斷抹黑中央

是次出手完
善香港選舉
制度，胡漢
清批評這些
國家不明白 ●胡漢清強調，每
香港現時的 一個國家都是由愛
問題，將中 國者治理。
香港文匯報
央的決定炒
記者 攝
作成「打壓香港社
會自由」、違背《中英聯合聲
明》云云。他強調，每一個國家
都是由愛國者治理，這些國家不
應持雙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