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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三方面不足築牢疫情防控體系

WEN WEI EDITORIAL

識，政府應抓緊時間強化包括「安心出行」功能在內
的整個追蹤系統。
其次是要提升檢測能力。鑒於屯門接連出現確診個
案，政府建議區內居民「願檢盡檢」，卻遇上檢測能
力瓶頸。連日來屯門區多個檢測中心及流動採樣站大
排長龍，政府的應變顯得有點兒手足無措。在沒有社
區個案的時候，本港主要應對輸入個案和機場、醫護
等高危人群的常態檢測，能力還是綽綽有餘的。當一
旦出現社區傳播，為找出密切接觸者截斷傳播鏈，就
要不斷封樓強檢，或者做分區大規模強檢，本港的檢
測能力就顯得力有不逮。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說本港的
日檢測能力為 10 萬個樣本。但面對屯門有不少市民
需要十幾日內做七八次檢測，每天 10 萬的檢測能力
並不充裕。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防疫如打仗，
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增加檢測資源和人員投入，確保在
需要撲滅疫情火頭的時候能「召之即來」。
再次是築起更牢固的疫苗防疫屏障，一方面是繼續
鼓勵未接種的成年人尤其是長者盡快接種，另一方面
是繼續擴大接種年齡的範圍。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
日建議，容許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劑
量是成人的三分一；而當局去年底已批准將「科興」
疫苗的適用年齡擴大至 3 至 17 歲。相關建議是委員會
參考了全球範圍內眾多數據之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有
很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少家長對兒童接種疫苗存
在錯誤認知，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加大宣傳教育力度，
打消家長對子女接種疫苗的不必要顧慮，盡快讓少年
兒童有疫苗屏障。
疫情防控仍然是新一年政府施政的頭等大事，也是
本港經濟復甦和民生復常的根本所在，全港市民都有
責任督促、配合政府修補好內防擴散的多方面不足，
切實保障全港市民的生命健康。

因應國泰機組人員違反檢疫規定
外出引爆第五波疫情，政府收緊空運
檢疫規定，加上全球新一波港口堵塞
來臨，業界料本港空運貨物價格恐將
上漲三至四成。政府應要求國泰制定
應對航空貨運運力緊張的解決方案，
國泰解決不了的問題，可提出來由政
府協助解決；同時，對國泰的防疫監
管要更加嚴謹到位，國泰必須拿出確
保機組人員遵守防疫規定的最嚴管理
辦法，而政府可向國泰派駐常態化的
監督小組，確保抗疫、貨運兩不誤。
政府早前收緊空運檢疫規定，貨
機人員返港須在檢疫酒店隔離 3
日、再增至 7 日。新措施下，國泰
即時停止貨運 7 日以應對，並指貨
運力大跌五成。與此同時，由於內
地寧波、天津等地爆發疫情，加上
美國歐洲疫情嚴峻，不少航運公司
暫停部分貨運服務，部分船隻開始
改變路線，導致全球再度出現新一
波港口堵塞情況，令空運貨物運力
緊張問題進一步加劇。
香港是全球貨運樞紐，去年首 11
個月，經飛機進口的貨物有 460 萬
噸，已超過 2020 年全年的 450 萬噸。
農曆新年前夕向來是貨運高峰期，國
泰航空貨運佔本港空運貨物總量的三
成以上，因此國泰航空貨運運力下降
五成，會直接影響本港物資供應，加
重物流成本並推高物價。貨運物流協

社評

Omicron 病毒持續在社區傳播，昨日新增 14 宗個
案，包括多宗與輸入個案相關連的本地個案。新增確
診沒有幾何級數上升，有專家樂觀認為這一波疫情有
望在農曆新年前後受控。若能如此固然是全港市民樂
見的好事，但全球疫情不斷升級，內地也出現多地散
發疫情，本港必須汲取多波疫情教訓，建立穩固的防
疫體系，加快控制第五波疫情之餘，也更有把握應對
好將來可能出現的新疫情。具體而言，要在病毒追
蹤、檢測能力、疫苗接種三方面做得更好。
Omicron 病毒傳播能力極強，可幸香港連日新增本
地確診都是三五宗，疫情未見大爆發。政府專家顧
問袁國勇認為，假如當局可繼續找到所有個案的密
切接觸者隔離檢疫，有望在農曆新年前後截斷這一
波疫情。這個樂觀估計是每位市民都樂見的，但衞
生防護中心提醒我們，近日確診減少的重要原因是
本港停了美英等 8 個國家的航班來港。面對疫情仍
然在社區蔓延，市民絕不可掉以輕心，更為重要的
是，政府和社會各界要汲取這一波疫情的深刻教訓，
修補外防輸入漏洞，同時強化內防擴散措施，築起強
大、穩固的防控體系，確保本港有能力應對將來可能
的零星輸入。
首先是建立一套快速、高效的病毒追蹤系統。這波
疫情發生後，無論是宴會、餐廳還是醫護中心，當局
在追蹤密切接觸者時仍然相當困難，「安心出行」不
實名登記、不上傳資料、不帶自動追蹤功能的弊端十
分明顯，市民忘記掃碼或不配合自覺使用的例子時有
發生，「望月樓」、「陸田園」等餐廳的傳播鏈，當
局都需要花多日才找回全部密切接觸者。病毒追蹤是
與病毒傳播競賽，爭分奪秒，遲一刻找到密切接觸
者，病毒傳入社區的風險就增加一分。經歷幾波疫情
折騰後，越來越多市民對提升、完善病毒追蹤有了共

對國泰嚴管加協助 確保必需物資供應
會主席劉浩然昨指，新鮮食品如貴價
食材、水果和電商產品等，會有較大
影響，預料物流成本會上升約三至四
成。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何
立基表示，空運來港的貨品並非海運
可替代，航空貨運緊張對藥品、晶片
及配件影響較大，民生方面則對藥品
及高端食品進口有較大影響。
為確保本港必要物資供應，政府
要督促國泰拿出確保航空貨運運力的
應對方案，該增加人手的增加人手，
該改善機組人員酒店檢疫服務的就增
加投入資源。國泰擁有政府牌照，在
疫下全球航空貨運運力緊張之際，更
應有更多責任擔當，要全力做好人力
調配，確保本港必要物資供應。國泰
之外，世界其他航空公司承擔了本港
七成航空貨運量，政府要加強與各大
航空公司的溝通，調動各方力量，令
航空貨運緊張狀況盡快緩解，勿令通
脹加劇。
與此同時，政府對國泰違反檢疫
規定的問責追查亦必須加快進行，絕
不能因航空貨運運力緊張而對國泰防
疫監管有絲毫放鬆。政府應要求國
泰，因應本港外防輸入防疫規定，切
實履行管理職責，拿出確保機組人員
遵守防疫規定的管理措施，政府要以
最嚴厲手法監管巡查國泰的執行情
況，確保本港外防輸入不再出現新的
漏洞。

烏氣爭吵掃走 新議會開好頭
連任議員：議政高質理性 助構建良好行政立法關係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剛於前日（周三）

第七屆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
正、副主席初步名單

正式開鑼，標誌着香港進入由亂及治，
由治到興的新時代。在新選舉制度下產生的立
法會，帶來了很多的新氣象。香港文匯報昨日
訪問了數名成功連任的議員，他們對新舊制度

◆首次立法
會大會舉行
前，議員與
官員熱烈交
談。
資料圖片

下立法會的不同深有感受。他們均認為，過往
議會內烏煙瘴氣、政治爭吵的狀況一掃而空，
立法會工作如今有了新起點，每名議員都是愛
國者，從首次大會可見議政高質、理性，有助
特區政府了解民意，議會重拾莊嚴，相信會為
構建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邁出堅實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張國鈞：議員跟進具建設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上，議員提問針對的都是當前社會面對的問題，而非
過往般流於針對行政長官、政府官員等作出無理抹黑以至
人身攻擊。當行政長官回答後，議員的跟進都是具建設性
的，希望協助特區政府解決問題。過往具敵意的規程問題
亦不復見，這一情況是過去難以想像的。

劉業強：體現議會與政府良性互動
鄉議局議員劉業強表示，行政長官在答問會上共回答了
17名議員的提問，非常高效，而不少議員的提問都相當尖
銳，體現了立法會對政府既有配合又有監督的良性互動關
係，終於告別過往那種毫無建設性的
「泥漿摔角」
亂局。在
新的氣象下，他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亦具備充分信心。

林健鋒：展現
「擺事實講道理」

陳振英：讓政府更準確掌握民情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議員在日前的行政長官答問大
會上提問頗有質素，再沒有過往般人身攻擊、抹黑等惡
語，而都是按照市民所急、所想發問，讓特區政府能夠更
準確掌握民情，達到良政善治的目標，而在立法會各事務
委員會的參與問題上，議員們都本着團隊精神，有商有
量，達至共贏。

邵家輝：提問高質有助施政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表示，在新選制下產生的立法
會，每名議員均屬愛國者，過往的烏煙瘴氣一去不復返。
首場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約三分之二議員要求發
言，能夠成功提問的問題，質素也非常高，追問的意見也
很切題，相信對特區政府施政有莫大幫助，為共創良政善
治踏出了新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有在立法會首次
大會提出質詢的新任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議員們為提出高質量的質詢事前做足
功課，在討論市民關心的議題時實事求是、火花
四濺，但即使爭論，亦是為了改善市民生活的共
同目的，未來他們會更深入了解民意、監察政
府，同時了解政府政策的初衷，做好政府與市民
溝通的橋樑。
香港島西地區直選議員陳學鋒表示，會議上，
大家能透徹地就抗疫、房屋、勞工保障、就業等
市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質詢，更見到不少議員都

做足功課，包括在提問前已收集市民或專家的意
見。不同議員都在議會嚴謹監察特區政府施政，
正如在質詢有關疫情防控工作時火花四濺，相信
新一屆立法會將會多元反映市民聲音，平衡社會
整體利益。
九龍西地區直選議員梁文廣表示，多位立法會議
員會上都直率地就疫情防控、房屋等多個市民關注
的議題，指出特區政府施政的不足及提出建議，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即時作出回應，逐一詳盡解說，
雙方更不時唇槍舌劍，反映新一屆立法會議員都在
盡力改善特區政府施政，積極監察政府。

政商界：議員議政力高 喜見議會新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第七屆立法會首次
會議暨行政長官答問會已於周三首次召開，不少本
港政商界人士透過電視觀看大會過程。他們形容，
今次議會新風氣令人眼前一亮，是香港立法會多年
來難得一見的新面貌。新選制下產生的議員整體議
政能力高，相信能夠符合香港市民的期待。

吳良好：高質議事增市民信心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
良好表示，今次立法會答問大會，彰顯行政立法
良性互動、真誠溝通的重要意義，展示了特區憲
制架構下立法會的應有功能，高質議事加強了廣
大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社會各界樂見立法會
展現新風貌，香港在「愛國者治港」下，「一國
兩制」實踐定能煥發新光芒。

施榮懷：助優質民主制度發展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表
示，本屆議員議政不再似以往壁壘分明，而是一
心一意集中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來自不同界
別不同背景的議員整體議政水平高，充分體現
「愛國者治港」的「五光十色」和廣泛代表性，
能夠推動「一國兩制」的香港民主制度發展。

王惠貞：提問涵蓋廣 聚焦市民關注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表示，議員
的提問涵蓋面廣，聚焦市民關注熱點，內容理性

務實接地氣，大家事前一定做足功夫準備。她相
信只要特區政府認真落實各項施政，一定能夠盡
快解決社會當前所急，造福香港市民。

蔡毅：行立配合解經濟民生問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
毅表示，大家看到由新選制產生的議員都充分了
解社情民意，大家提出的意見聚焦市民最關心的
議題，特首面對議員的質詢給予高質量的回答，
行政立法相互配合，相信能夠盡快解決香港經濟
民生問題。

張學修：彰顯港民主新氣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張學修
表示，特首與議員在會議上就民生、經濟等一系
列重點議題進行理性互動，充分彰顯了香港特色
民主的新氣象。首次會議為推動新型行政立法關
係的建立開了個好頭，標誌着行政和立法關係出
現了好的轉變，體現了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
制的應有之義。

姚志勝：做到監察依法施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會長姚志勝表示，觀察整個答問過程的一個特
點，就是立法會高效運作，議政質素高，真正做
到監察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良性互動，締造新的
議會文化，發揮了
「愛國者治港」
的制度優勢。

主席

副主席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葉劉淑儀

麥美娟

工務小組委員會

盧偉國

謝偉銓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張國鈞

容海恩

工商事務委員會

邵家輝

陳祖恒

政制事務委員會

周浩鼎

李浩然

發展事務委員會

何俊賢

陳家珮

教育事務委員會

梁美芬

鄧飛

環境事務委員會

葛珮帆

劉業強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何俊賢

邵家輝

衞生事務委員會

張宇人

陳凱欣

民政事務委員會

鄭泳舜

霍啟剛

房屋事務委員會

麥美娟

梁文廣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

何君堯

邱達根

人力事務委員會

陸頌雄

林振昇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

郭偉强

蘇長荣

保安事務委員會

陳克勤

黎棟國

交通事務委員會

易志明

陳紹雄

福利事務委員會

陳恒鑌

鄧家彪

財經事務委員會

林健鋒

黃元山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吳永嘉

黃英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各委會正副主席初訂

商界（第一）議員林健鋒表示，今屆立法會展現了「擺事
實講道理」，理性務實的議政論政新氣象，議會秩序井
然，提問議員就事論事，聚焦市民目前最關心的民生議
題，議員的建議及批評出發點亦都是以民為本，希望令特
區政府政策更完善、更「貼地」。相信只要不同政治光譜
議員繼續實事求是的作風，將開啟良政善治的大門，符合
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

新丁做足功課 樂見良性爭論

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早
前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正、副主席自動當選後，其他委員會
正、副主席花落誰家成為焦點。有議
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全體立法
會議員均屬愛國者，各人均摩拳擦
掌，希望為香港良政善治出力，故報
名加入各委員會的情況相當踴躍，角
逐正、副主席的情況也很激烈。
據了解，經過商討後，大家普遍認為
應延續「舊規矩」，即舊人當主席、
「新丁」任副主席，相信此安排對議員
和議會均有好處（見表）。
另據了解，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將由
「正、副班長」
，即商界
（第二）
廖長江及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以及三大界別，即
選委會、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的正、副
聯絡人出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