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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奧會還有兩星期多
就開幕，目前各項準備工作
已經全面就緒。不論夏季還
是冬季奧運會，都是極為重

要的體育盛事，是團結大眾、宣導和平的標
誌。舉辦冬奧會，是中國的夢想。從百年前
的「奧運三問」得到解答，到全球首個「雙
奧之城」加冕在望，中國的奧運夢想正在逐
一實現。可以預見，北京冬奧會的成功舉
辦，必定會深化與各國的體育合作和人文交
流。

奧林匹克運動會成立的初衷是在政治以外
促進世界和平。不過，就在國際社會翹首以
盼北京冬奧會的同時，一些反華勢力及政客
仍試圖抓緊時間製造雜音。一群聲稱關注新
疆、西藏、香港等問題的人，不斷呼籲外國
政府全面抵制北京冬奧會。美國多名共和黨
人正積極推動杯葛北京冬奧會，民主黨亦有
類似聲音。隨後，英國、加拿大、立陶宛和
澳洲等國也陸續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
以表達對中國的不滿。更為滑稽的，還有荷

蘭奧委會竟然建議該國運動員
等，到北京參賽期間不要帶個
人手機及電腦，以防個人資料
遭到竊取，赤裸裸地將冬奧會
和體育賽事政治化。

然而，任何政治算計都是徒
勞的。杯葛冬奧會，對於花多年時間準備參
加賽事的運動員來說，更是不公平。2008
年，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為口號
的北京奧運會，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也
讓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2022年，舉辦北京
冬奧會、冬殘奧會與中國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高度契合。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日在接受媒體採
訪時確認，自己將出席下個月舉行的北京冬
奧會開幕式，並表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不帶任何政治立場，我將出現在北京冬
奧會開幕式上，向大家傳遞這樣的資訊：奧
運會一定能夠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助推
器」。冬奧夢交匯中國夢，它不僅是一場體
育盛會，更是一次圓夢之約。

變種病毒Omicron來勢洶洶，本港因應此
種高傳染性病毒已經流入社區，收緊防疫措
施。其中，飲食業成為最新一輪疫情爆發的
主要受害者。事實上，去年的變種病毒Delta
亦對建造業造成災難性影響。多個工地因工
人染疫而相繼被迫停工。今次Omicron雖未
對建造業「施襲」，但風險仍不可排除，所
以建造業界要防患未然。政府、承建商及工
友三方面，要齊心合力做好防疫、抗疫工
作，防止Omicron再次入侵工地。

特區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上責無旁貸。為加
速有關工地的疫情資訊有效流通，筆者建議，
當衞生防護中心得知建築工地出現個案，需要
為工地人員進行強制檢測時，相關訊息可即時
轉交給發展局，透過不同渠道，盡快向全港各
大工地作出通報。另外，鑒於去年有工地因爆
疫而停工，有些工友為了生計，隨即轉到另一
工地工作，增加病毒傳播風險。為了避免病毒
在工地間廣泛散播，發展局和建造業議會要設
立通報機制，與業界有效溝通，提高警惕。同
時，發展局亦要加強向各大工地派發防疫物
資，宣傳防疫訊息。

建造業是一個疫苗接種率較高的行業，前
線工友和管理層能通力合作，提高警惕。然
而，有部分工友因身體狀況未能接
種疫苗，需要定時進行檢測。筆者
建議政府重啟去年的「建造業關愛
工地防疫檢測服務計劃」，向能夠
提供醫生證明的不適宜接種疫苗的
工友，提供免費檢測服務，讓他們
省卻檢測費用，又可以安心工作。
加上全港現時進行的工程，大多集
中在啟德及新界北，筆者建議政府
可以在這兩個地區設立臨時檢測中
心及疫苗接種中心，方便工友在上
班前進行檢測，或下班後接種疫
苗。

至於各大承建商、分判商，在防
疫上亦需要肩負重要責任。一方

面，承建商、分判商負責工地的監管工作，
時刻提醒工友做好防疫工作，佩戴口罩，保
持1.5米社交距離。同時，承建商要為從事一
些高風險工作，例如需要接觸排洩物的工
友，或者工人升降機操作員、保安員、清潔
工人等經常與工友接觸的人員，提供高規格
的防護裝備，避免受到病毒感染。另外，承
建商可以在工地劃出更多空間給予工友作休
息、更衣用途，讓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去年
的工地疫情爆發，是由於大多數工人同時身
處更衣室，互相傳播所導致的。工地管理人
員可以彈性安排工友的午膳，及上、下班時
間，防止人群聚集，形成病毒傳播鏈。業界
又可參考飲食業做法，在工人休息的地方安
裝空氣淨化設備，淨化室內空氣，減少病毒
傳播。

工友在防疫上亦要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工
作時必須佩戴外科口罩。當工友身體不適，
有感冒徵狀，就需要盡快求醫，避免將病毒
傳播。如果工友的居所或到過的處所被納入
強檢範圍，他們就需要盡快進行檢測。

筆者相信，政府、承建商及工友齊心做好
以上防疫、抗疫措施，本港所有工地都可成
為「『零』疫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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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平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陳曉鋒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標誌着「一國
兩制」正式步入基本法所許諾的「五十年不
變」的中期階段。

國家一直是香港的最強後盾。兩年多來，中
央分別通過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把香港從動亂中挽救過來，撥亂反正。在
新的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第七屆立
法會選舉順利舉行，筆者感激社會各界，特別
是逾千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支持，使筆者在立
法會選舉中獲勝。隨着新一屆立法會會期正式
展開，90位立法會議員已摩拳擦掌，攜手為香
港未來發展打拚。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日前在深圳與部分立法會議員會面，提出「五
點希望」，包括希望全體議員要做堅定的愛國
者、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做真正的民意
代言人、做高素質的管治者、做立法會新風貌
的開創者。

事實上，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既點出了中央
對新一屆議員的要求，也是對議員履職及任職
的要求。在良政善治的新格局下，全體議員都
是愛國者，應該盡責監督政府，要勤勉、務
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亦要
用辛勤工作和亮麗業績，證明愛國治港者「想
幹事、會謀事、敢擔事、能成事」。

夏寶龍主任的講話，充分顯示中央自始至終
關心香港的發展，期望香港社會能在新時代
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第七屆立
法會議員更應着重配合國家發展規劃，在融入

國家新發展格局中，切實有效地改
善民生，以贏得市民的信賴與支
持。

筆者認為，本屆立法會議員必定要做好以下
工作：第一，與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和議員合
作，並緊密聯繫選委會不同界別成員，聆聽他
們的訴求，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倡議；第二，
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工作。目前香
港的穩定局面確實來之不易，筆者在競選時已
表明，若可當選，將與黨友共同推動基本法23
條立法。事實上，基本法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
的憲制責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明，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已全情投入相關工作，並爭取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交代立法框架。筆者建議，
草案除了香港國安法未涵蓋的叛國、煽動叛
亂、竊取國家機密等罪外，還應考慮加入反間
諜罪及反資訊操縱法等，以反擊境外敵對勢力
肆意干預香港事務；第三，積極做好官民商橋
樑，凝聚社會各界力量，發揮專才所長，將民
間智慧帶入立法會，並與內地城市協同做好分
工，把握國際國內「雙循環」商機，創造雙贏
局面；第四，在立法會履職盡責，緊守議會工
作崗位，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優化公務員
體制，推動政府部門設定「績效指標」，提升
特區管治水平。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必定要堅守立法會誓言，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國家、為
香港作出貢獻，講好中國、香港故事，勇於迎
接所有挑戰。

當好民意代言人 推動特區施政
李鎮強 自由黨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社交距離措施延長至
大年初三，使食肆錯過農曆新年旺季，生意預
料大受影響。此外，年宵花市被迫取消，早已
入貨的攤主大失預算。年關難過，特首更預告
不少貨品價格還會再升，不少人手停口停，百
業遭受重創。

特區政府在宣布延長社交距離措施的同時，
推出了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救市，當局必須加
快審批，避免官僚程序；政府也應盡快檢視、
堵塞防疫漏洞，繼續以邁向「動態清零」為目
標。

有團體估算，香港這次收緊防疫措施，或令
超過70萬人生計受影響，僅飲食行業的損失便
高達50億港元，相信將出現另一波結業潮。然
而，當局這次公布的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比
第四輪的64億元要少，援助對於業界只是杯水
車薪。當然，援助少總比沒援助好。此時此
刻，當局必須急市民所急，加快審批程序及簡
化手續。曾有餐飲業界反映，去年申請防疫抗
疫基金時，手續複雜，審批程序緩慢。球場、
表演場所等被迫關閉，運動教練、藝文表演者
等完全停工，援助的原意是要解他們燃眉之
急，但從申請基金到取得資助款項，就需要三
個月到半年時間，這一點有待改善。當局應汲
取之前的教訓，改善發放資助的流程，令防疫
抗疫基金能真正為有需要的行業雪中送炭，過
一個安心的農曆年。

特區政府過往一直強調，有必要豁免部分機

組人員隔離檢疫安排，以維持空運
物資供港，而貨機機組人員的感染
風險也較低，因此抵港後毋須酒店檢疫。可
惜，早前有獲豁免檢疫的國泰機組人員不守防
疫要求，將變種病毒帶入社區，引爆香港疫
情。儘管特區政府已經收緊機組人員豁免檢疫
的措施，但堵塞漏洞的工作仍須繼續，不能每
次出了事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當局必須加緊調查涉事機組人員有否違規，
違規者必受嚴懲。近來航運業運力下降，令供
應鏈受影響，本地物價上升，當局必須重視，
確保包括藥物及醫療用品等重要物資供應正
常，以免影響必要的公共服務。

民建聯14名立法會議員早前向政務司司長李
家超發聯署信，呼籲政府有效跟進竹篙灣檢疫
中心管理混亂的問題，包括營地指引不夠清
晰、檢測檢驗安排混亂、有檢疫人士入營多天
還未能接受檢測等。當局應盡快調查並堵塞任
何存在的防疫漏洞，確保在中心檢疫的市民和
員工安全。

變種病毒Omicron肆虐全球，掀起新一波疫
情，香港終未能倖免。儘管短期內已難以做到
「絕對清零」，但歐美經驗顯示，所謂「與病
毒共存」，只是代表着任由病毒橫行，結果只
會適得其反。因此，疫下治本之道，仍是以
「動態清零」作為目標。

年關難過，年年過。特區政府必須盡快亡羊
補牢，讓香港早日走出「疫境」。

及時堵漏洞 爭取「動態清零」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全國青聯委員

「與病毒共存」不可取 堅持「動態清零」不鬆懈
新冠肺炎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力強，肆虐全球，

需要有效遏止。相對海外部分國家或地區採用「與病

毒共存」策略，造成疫情海嘯式大爆發，我國以「動

態清零、提高接種率、觀察病毒發展」手段應付，確

保及時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用最

小社會成本取得最大防控成效。香港要仿效內地堅持

「動態清零」，特區政府應認真研究、借鑑內地防疫

模式，查找本港防疫的不足，堵塞漏洞、彌補短板，

保證經濟民生不會遭受重大損失，並且早日與內地

「通關」。

黎子珍

在 2021 年面對 Delta 新冠病毒傳播高峰
時，國外出現過「與病毒共存」說法。結
果，聽信這類說法的地區，新冠病毒感染人
數和死亡人數都大幅上升。歐美新一波新冠
疫情出現海嘯式大爆發，全因他們任由對人
體危害性較輕的Omicron變種病毒快速傳播，
以求盡快實現與病毒共存。美國是「與病毒
共存」論的代表，其他認同這個說法的國家
也有不少。可怕的是，美國近日確診數據，
單日已接近150萬宗，為世界之冠。

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日前發布
「2022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報告，將「中國
新冠『清零』防疫策略可能失敗」列為「十大
風險之首」。這一預測毫無科學依據，完全是
充滿政治偏見的荒謬臆測。我國的「動態清
零、提高接種率、觀察病毒發展」的策略，是
最科學化的應對疫情方法。中國防疫政策有力
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率先控
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

長，其成效已在過去兩年得到檢驗。

「動態清零」建基科學
作為一個14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國用最小

社會成本取得最大防控成效，內地《環球時
報》日前在社評〈迎戰Omicron，美西方不應
在中國背後放冷槍〉中，指摘美歐國家「在洶
湧的疫情面前，它們又一次不負責任地選擇了
『躺平』」，但「踐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的中國決不會『躺平』。」目前中國
已經約有15個省市報告Omicron輸入病例，當
中河南、天津，以及北京，出現本土個案。官
方研判，Omicron變異株不影響中國現有核酸
檢測試劑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中國「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的總方
針，對防範Omicron變異株仍然有效。

面對香港第五波疫情，包括政府專家在內
的醫療界人士口徑不一，認為在Omicron變
種病毒成為疫情主流下，本港不可能完全

「清零」及零感染。有專家更稱，社會應聚
焦提升疫苗接種率、預防重症死亡目標，令
新冠病毒成為「風土病」。「清零」與否，
專家無法統一認識，恐會誤導市民。

特區政府的態度比較明確，香港要仿效內
地堅持「動態清零」，思想不能動搖。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重申，目標仍然是要
「動態清零」，強調當局取消年宵花市屬艱
難決定，但政府實施的防疫措施旨在堵截
Omicron變異病毒株在社區擴散，以期盡早控
制疫情，讓市民盡快回復正常生活。陳肇始
表示，香港疫情的大前提是「動態清零」，
若做到就可以通關，市民可過正常生活。

有效管理易遏疫情
「動態清零」策略不是「零感染」，而是

指常態化防控，最大限度早發現、早治療、
早處置，堅決防止出現社區持續傳播。因
此，「動態清零」策略是出現本土病例時的

一種防控策略。內地「動態清零」措施包括
三個方面：一是及時主動發現傳染源；二是
發現病例後，快速採取公共衞生和社會干預
措施，包括疫點管控、密切接觸者管理、流
行病學調查，以及減少人群聚集等管控手
段；三是有效救治，盡快、盡量阻止疫情擴
散，減少重症和死亡發生。「動態清零」的
總方針是追求最大限度地平衡社會經濟發展
和疫情防控。

內地「動態清零、提高接種率、觀察病毒
發展」的策略，確保及時發現、快速處置、
精準管控、有效救治。有了精準防疫策略護
航，縱使一時一地的疫情反彈，也不會造成
嚴重衝擊。本港疫情持續兩年，經濟民生都
遭受重大損失，廣大市民對與內地「通關」
引頸以盼。特區政府應進一步認真研究、借
鑑內地防疫模式，查找本港防疫的不足，堵
塞漏洞、彌補短板，保證實現「動態清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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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要與建造業界進行多方面協調，避免疫情在工地傳
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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