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不
足半個月，已有40多宗社區確診
個案，且以傳染性強的Omicron
病毒感染為主。專家說，社區出
現多條隱形傳播鏈是極大風險，
未來一段時間是抗疫的關鍵時
期。

由於外防輸入失守，導致新一
波疫情發生。這提醒政府、企業
及社會各界，對於抗疫不能有任
何僥倖心理。整個香港應該是一
個完整的抗疫鏈條，任何一處掉
鏈子、有漏洞，都會瞬間破功，給
全社會帶來無法承受的後果。而且
病毒在不斷變異中，防範措施手段
也必須與時推移 ，才能爭取主
動，戰勝疫情。作為政府官員、立
法會議員以及其他社會名流，當前
更應該以身作則，為市民做表率，
協助配合政府抗疫政策，帶領全港
市民齊心協力應對疫情。

不久前的「百人宴」出現確診
人士，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特區
政府對此一事件嚴肅批評與依法
調查處理，是負責任的表現，值
得支持肯定。目前參與的官員與
議員紛紛向全社會道歉，表示將
汲取教訓，深刻反省。

抗疫是當前頭等大事，需要全
社會團結一心。過分解讀或者將
事件政治化，並不利於聚焦抗
疫，甚至可能轉移大方向，干擾
抗疫大計。Omicron的特點是傳
染性強，潛伏期短，我們所做的
一切都是在跟病毒賽跑，絲毫不

能掉以輕心。
面對第五波疫

情，全社會要做的
事情有很多。包
括：

第一，盡快推
高疫苗接種率。國內外研究已經
證明，疫苗對於防範重症感染以
及降低死亡率依然有效。香港接
種率只有75%，505萬人接種第一
針。這遠遠不夠，需鼓勵更多人
接種疫苗。

第二，立即推行「疫苗氣泡」
計劃，限制沒有接種疫苗的市民活
動空間，減少他們受感染的機會。

第三，完善「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功能，以及嚴格執行進入指
定處所使用「安心出行」的措
施，加強監管。第五波疫情進一
步表明，香港要加強科學手段追
蹤病毒傳播。改進「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及推行情況勢在必行。

第四，隨時準備全民檢測。內
地對此有現成的經驗，關鍵是香
港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兩年抗疫實踐證明，將防控疫
情僅僅建立在個人的自律上是不
可行的。強制性手段在非常時期
必不可少，這也將檢驗政府關鍵
時刻強政勵治的能力。對廣大市
民來說，以短期的個人不便或個
人自由受限，換取整個香港的抗
疫成功，人人回歸健康如常生
活，如何選擇，相信多數市民有
明晰的答案。

議會開新局促轉變 政府改思維謀善治
在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後產生的第七屆立法會，昨天舉行了首次正式會議，這也是

行政長官首次在新一屆議會出席答問會，會議廳內亦首次同時懸掛了國徽和區徽，彰顯了香港特區立

法會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顯示了新風氣，備受各界矚目。新一屆立法會正處於「香港要

變」的關鍵時刻，行政與立法都要變，立法會議員要履職盡責，監督和促使政府改變思維，特區政府

也應改變舊思維，發展經濟，惠澤民生。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曾幾何時，回歸後的立法會，日益偏離憲制
基礎，成為反中亂港者的平台，公然挑戰憲法
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衝擊行政主導
體制，阻礙施政，各種亂象愈演愈烈。反中亂
港分子肆意「攬炒」「拉布」，拖延法案審
議，對財政預算案和工務工程撥款的審批橫加
阻撓。本人自2012年起擔任立法會工程業界
的代表，9年來見證了議會以至香港社會的高
低起伏。

立會正處「香港要變」關鍵時刻
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出台，令社會回復平

靜；去年選舉制度完善，令政治前景清明，立
法與行政恢復良性互動。正如行政長官指出，
2021年是成果豐碩的一年，立法會通過了46
條政府法案，同時批出了超過3,200億元撥
款，促進了社會發展和經濟民生改善，開啓了
良政善治的局面。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來自不同背景、不同行業
或專業，體現廣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無論

是通過選委會界別、功能界別或地方選區選舉
進入議會，均反映社會的多元聲音，五光十
色，和而不同。本月初，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深圳會見了第七屆立
法會部分議員，強調香港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
制下的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制衡、相互
配合而且重在配合的關係。夏主任並對全體立
法會議員提出「五點希望」：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
國者；支持監督政府依法施政，做行政主導體
制的維護者；要做到勤勉、務實、貼地、廉
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要不斷提升參政議
政能力，做高素質的管治者；要善於團結協
作，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展示團結、文
明、和諧、高效的立法會新形象。夏寶龍主任
的講話，顯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發展，並對新
一屆立法會議員有很大的期望，我聽了之後深
受鼓舞，更感到責任重大，任務光榮。新一屆
立法會正處於「香港要變」的關鍵時刻，行政
與立法都要變，立法會議員要履職盡責、監督

和促使政府改變思維，落實良政善治。
行政長官昨天的開場發言，集中討論了三大

議題，包括建立行政立法關係、推進「北部都
會區」和重組政府架構。她強調，在餘下任期
內會竭盡所能帶領管治團隊與新一屆立法會衷
誠合作，建立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關係，理
性、務實地共同解決社會上一些積累已久的問
題。當局將向本屆立法會初步提交40項立法建
議，涉及廣受各界關注的議題，包括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
精簡土地發展法定程序等，讓市民肯定和認同
經完善的特區政治體制。

政府應與各界攜手落實轉變
我認為，新議會下行政立法關係的確出現了

可喜的轉變。在隨後的答問環節，議員的提問
都聚焦經濟民生，反映了助抗疫、振經濟、切
實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等市民最關心的問
題。議員都有認真做功課，有備而來，提出的
問題實事求是，有些亦相當尖銳，扮演好代表

民意、監督政府、為民謀福祉的角色，行政長
官亦用心回答。議會內已沒有以往政治攻擊丶
只求做騷的歪風。我亦不放過難得的提問機
會，指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宏圖固然很
好，當局必須打破官僚陋習，拆牆鬆綁，完善
規劃，訂立更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隨着未
來工程量增加，亦凸顯了本港人力資源不足的
問題。我要求行政長官承諾，相關政策局和部
門有序推出工程，並加強人力資源的預測和規
劃，以免令工程業界重複陷入「一時做死，一
時餓死」的惡性循環，以及要加快制定長遠的
人口與人才政策。我的提問，獲得行政長官的
積極回應。

展望未來，香港要變。新一屆立法會開新
局，展現了理性議政、積極作為的新面貌，特
區政府也應改變舊思維，與社會各界攜手落實
轉變，推動良政善治，發展經濟，惠澤民生，
致力建設宜業宜居的新都會，齊心同行，共創
新氣象，共拓新機遇，讓東方之珠變得更璀
璨！

立法會已於昨天進行第一次正式會
議，全體議員目標一致，朝着同一方
向出發，就是要改善香港市民的福
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星期接見部
分同事，表達中央對今屆立法會議員
的期望。夏主任在會面期間提出「五
個希望」的要求，期望全體議員做
「堅定的愛國者」、「行政主導體制
的維護者」、「真正的民意代言
人」、「高素質的管理者」和「立法
會新風貌的開創者」。新一屆議會的
議員全部都是愛國者，大家雖來自不
同黨派，但目標清晰，就是效忠祖國
和特區政府，把合力改善民生當成首
要任務，全力支持政府施政，這是新
議會的最大轉變。

自從「長毛」梁國雄在十多年前將
暴力行為引入議會，攬炒派政客就經
常使用肢體上的衝撞，來實踐他們的
最終目標——在鏡頭前博出位，爭取
背後金主的打賞！新一屆議會的火藥
味絕跡，反而多了不少人情味。現時
議員和政府目標一致，就是盡快解決
新一波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議員
們都會向自己所屬界別進行諮詢，了
解疫情對市民的苦況，從而為政府出
謀獻策。事實上，在過去幾屆立法

會，遇到重大施政危機時，攬炒派即
時拿政府作箭靶來炮轟，對問題的解
決，根本起不到作用。筆者期望，在
新一屆議會的議員加強工友的勞工保
障，如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加
快「兩個假期」統一等。

協力改善市民福祉
過去幾屆立法會，攬炒派議員根本是

以「為鬧而鬧」態度來議政，對政府所
提出的方案起不到建設性作用。最經典
的例子莫過於政府在過去提出多個增加
土地的方案來興建房屋。攬炒派一方面
要求政府減少輪候公屋時間；另一方
面，由他們操控的環保團體，不斷反對
政府所提出的土地拓展計劃，目的是逼
政府入「窮巷」，令政府覓地建屋舉步
維艱。

然而，在今屆立法會「為鬧而鬧」
的文化已遭革除，換來的就是誠摯交
流、坦誠交鋒。由於有部分議員來自
不同專業界別、學術界，今屆議會與
過去多屆立法會有所不同，匯聚學術
界出色的人才，如有擔任城市大學生
物醫學工程系講座教授的孫東，有擔
任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的黃元山，
及嶺南大學副校長的劉智鵬等，他們

都在自己研究領域有出色
的 表 現 。 他 們 的 「 入
局」，有助其運用專業思
維、邏輯角度，來審視不
同政策的可行性，一改以往攬炒派以
短視眼光來作政策倡議、博取曝光機
會，而缺乏長遠和有系統的研究。

過去，「拉布」成為攬炒派政客癱瘓
議會、狙擊施政的手段，全港市民已經
對「拉布」極為反感，因為「拉布」拖
垮經濟發展，導致多項工務工程出現延
誤及嚴重超支。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因
「拉布」而超支140億港元！事實上，
「拉布」所引致的額外費用，足以成立
緊急失業援助制度，提供緊急經濟援助
受疫情影響的工友。

冀通過保障基層勞工政策
如今議會重回正軌，必須以市民的福

祉為依歸，在「利民生」的基礎上，為
改善民生和經濟發展建言獻策。

筆者期望新一屆議會，能夠盡快通過
多項與保障基層勞工有關的政策，例
如，提高違反職安健法例罰則、取消強
積金對沖等。政府在「利民生」政策上
取得成果，才可以令到全港市民安居樂
業，不會再經常「憂柴憂米」。

立法會在「五個希望」下呈現新轉變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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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Omicron殺入本港，引
爆第五波疫情，隱形傳播鏈威脅社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宣布，
全港所有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小學
全部須於周五或之前停止面授課
堂。筆者認為，唯有堵塞漏洞，善
用「安心出行」，同時進行大規
模檢測乃至全民檢測，迅速找出
潛在感染者，截斷隱形傳播鏈，
才能有效解除是次危機。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次疫情的
最大源頭是國泰航空免檢疫機組人
員。筆者呼籲，在檢視有沒有機組
人員違反防疫規定的同時，政府
相關部門也必須及時修改機組人
員檢疫政策，堵塞源頭漏洞，阻
截病毒再一次進入香港。如若不
盡快修正，嚴阻變異病毒入侵，
即使第五波疫情受控，相信未來
市民還將要經歷下一波疫情，經濟
民生會受到不可估量的嚴重影響。

此外，「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需發揮更大功能。為保護個人隱
私，「安心出行」目前沒有追蹤
功能，這無疑會增加尋找感染者

及密切接觸者的
難度。對此，筆
者提議，「安心
出行」是否可增
加自願性共享信
息功能予用戶，
數據需徵得用戶准許後，方可與
相關部門共享，以增強截斷傳播
鏈的效率。

最後，進行大規模檢測乃至全
民檢測是抗疫良方。專家指出，
目前不排除社區有隱形傳播鏈。
回顧前年 9 月，第三波疫情襲
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緊急助
港抗擊新冠疫情，在計劃實行的
14天內，共有超過170萬名市民
參與檢測，共找到32名感染者。
那次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除了有
助截斷新冠肺炎在香港社區的傳
播鏈，也讓特區政府更好地掌握
疫情，從而更有信心逐步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因此，筆者認為，
如可再進行一次全民檢測，找出
潛在傳播鏈，將患者隔離治療，
將可有利市面早日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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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體 江西省政協常委 江西省政協港區委員聯誼會會長

反中亂港政客存心破壞香港民主制
度，企圖拖垮「一國兩制」。他們沒有
好好把握發展民主的良機，反而在議會
內搗亂，甚至乞求境外勢力制裁中央和
特區官員。中央不得不出手撥亂反正，
去年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新選制
下，反中亂港分子和外國代理人被排除
在外，再沒有機會滲透立法會。

新選舉制度實施後，美國立即策動
「五眼」聯盟炮轟有關的改革，英國執
政保守黨也不甘人後加入口誅筆伐。前
外相藍韜文在去年3月指控北京「掏
空」香港民主辯論空間，其繼任者卓慧
思與「五眼」其他外長在立法會選舉後
翌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嚴重關切香
港選舉制度的民主成分遭到侵蝕」。倫
敦反華機構「香港觀察」的創辦人羅傑
斯更誣稱新一屆立法會是「橡皮圖章、
傀儡和全國人大的香港分支」。

新選舉制度引入了多項改革新措施，
包括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新設立的審
查機制與西方國家的審查機制相去無
幾，後者也會對議會候選人進行嚴格篩
選。事實上，若果當局不查清楚候選人
的底細背景，後果不堪設想。2016年立
法會選舉就是一個活生生例子：一些德
才俱缺的人藉由政治口號當選，其中一
些當選者甚至不能按法律既定程序宣誓
就職，如何能指望他們正經認真審議法

案和監督政府施政呢？

英國政黨也對參選人作篩選
這些保守黨成員應熟知「住在玻璃屋

的人不該投擲石頭」這句名言。保守黨
對有意參選議會的黨員實施嚴密篩選，
他們在整個政治生涯中的一言一行都受
到黨的嚴密管束。保守黨的控制慾極
高，對黨員施加的管束無孔不入，香港
的審查制度與其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
巫，所以英國絕無資格當民主「教師
爺」。

當英國國會的競選活動一旦正式開
始，保守黨競選總部就會制定一份議會
候選人名單。有意參選的黨員必須與保
守黨的理念一致以及符合其他多項條
件，否則不會獲得提名。雖然每個選區
都有所屬的保守黨協會，但候選人的遴
選過程由競選總部全權執掌，協會無權
過問，只能選擇已經獲得競選總部審批
的候選人。

治黨手法專橫「大佬文化」盛行
黨員一旦當選，就會受到嚴密監管。

保守黨要求黨員在議會表決時要絕對服
從黨鞭的指示，違令者的政治生涯可能
因此告終。例如在2019年9月4日，21
名保守黨議員倒戈否決政府提出的「無
協議脫歐」法案，認為投反對票才是符

合英國的最佳利益，結果他們全部被
逐出保守黨的黨團會議，即使是政績
彪炳的大人物也不能倖免。由此可
見，保守黨議員只不過是受黨內大佬
操控的棋子，也就是羅傑斯所稱的
「橡皮圖章和傀儡」。早年的英國首
相兼保守黨領袖班傑明‧迪斯雷利曾
向自由派黨員說過：「別管什麼原
則，堅守黨的立場才是正道」。議會
其他黨派也不遑多讓，都要求黨員絕
對忠誠，正如議會格言「不論對錯，
唯黨是從」所宣示一樣。

很明顯，保守黨本身是一個控制慾極
強的政黨，保守黨議員由始至終都受到
嚴密審查、操控和支配。若有人敢抗
命，不論立下多少汗馬功勞，也難逃被
逐的厄運。因此，藍韜文、卓慧思和羅
傑斯等詆毀香港民主制度之前，應先審
視自身制度，他們會發現，自己詆毀香
港的言論，正正適合用來描述他們所屬
的保守黨。

保守黨鐵腕鉗制黨員，這或許正是它
屹立英國政壇兩個世紀不倒的重要原
因。然而，它的治黨手法實在不敢恭
維，但藍韜文、卓慧思和羅傑斯等人卻
詆毀香港，虛偽至極。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

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面，有刪節。)

英國沒有資格當民主「教師爺」
江樂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