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波疫情兇猛，遠超本港抗疫容量。在中央迅速和
大力支持下，內地衞生專家團隊、援港防控專家組等人
員火速赴港支援，食物日用品維持以百噸計穩定供港，
數千方艙單位搶在七天完工交付，這些都是民眾 「看得
見，摸得到」的支援。援港措施具體實在，讓特區民眾
切身感受到中央對特區的關顧，突顯了祖國的制度優
勢。從物資供應到方艙醫院，都足見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重要性。香港
面對自身能力局限，應該在非常情況下更勇於打破常規，充分利用內地
的優勢，扭轉香港抗疫劣勢。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2月中旬參與在深圳舉行的第二次內地與香港新
冠肺炎疫情專題交流會，向中央請求援助。翌日，首批內地援港抗疫
流行病學專家組和兩輛「P2+核酸檢測車」旋即抵港。至今，已有過
百位內地專家和人員抵港，當中包括重症醫學專家、富經驗的醫生護
士、採樣員等。日前，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
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與「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更抵港助陣。中央還
有9,000人員準備赴港協助本地全民檢測，支援在港設立600個檢測
站，阻截傳播。

蔬菜、鮮活食品供應，仍是民生之本。2月已有超過100名跨境貨車
司機染疫，致供港鮮活食品短缺，連鎖導致部分社區出現「搶購潮」和
「加價潮」。中央出手動員物資和人員，穩定供應。廣東省政府迅速打
造供港物資的「綠色通道」。2月中旬起，深圳三大碼頭開通3條定時
定點供港運輸「海上快線」，重點保障供港生鮮食品、生活物資。開航
以來，運輸供港物資近4,000個標箱，超過7,500噸物資，其中生鮮食品
類佔近100標箱近900噸，非生鮮類佔近1,100標箱超過6,600噸。在3
月2日粵港兩地更重啟跨境鐵路貨運「援港專列」，進一步保證物資陸
路供應，穩住民心。

此外，本港隔離設施亦已爆滿，特區政府近日計劃在8幅土地興建
53,000個社區隔離及治療單位。其中，位於青衣的方艙在中央大力支持
下，2,000名工人用7天時間完成交付，提供超過3,900個床位，效率之
高，破了香港紀錄，讓本港民眾見識到「中國速度」。

中央援港抗疫措施來得迅速及時，都是極為具體和確切的支援，體現
了祖國在制度上辦大事的精準和效率。毫無疑問，中央的支持是香港特
區民眾的最堅實的後盾。

抵制謠言 團結抗疫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當前是香港抗疫兩年多來最嚴峻的時刻，全

港上下要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

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

港社會大局穩定。在此關鍵時刻，全港市民必須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在中央

大力支持下，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同心抗疫、並肩作戰、共克時艱。

譚耀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中央對香港疫情的馳援全面迅速，按照特區
政府提出的抗疫請求和總體方向，中央第一時
間派出內地最頂級的抗疫專家和大批醫護、檢
測和採樣人員緊急赴港，並按照香港醫療守則
開展工作。大批中資企業和個人亦響應中央號
召，不計成本、不辭勞苦，一方面向各社區捐
贈和派送大量急需物資，另一方面在各地區組
織員工24小時推進方艙醫院和隔離措施等等的
援建工程。還有，在保證新鮮食品和抗疫物資
源源不絕供應香港的問題上，有不少人都作出
了實質的貢獻。

保持警惕 不要自亂陣腳
同一屋檐下，不論彼此之間曾經有過多少問

題，眼下對香港這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同心
抗疫、共克時艱。香港的共同敵人是新冠病
毒，香港市民的最大任務是穩控疫情。但令人
憤慨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總有那麼一
些人不肯善罷甘休，總有那麼一些人唯恐天下
不亂。

正當第五波新冠病毒無情地奪取過千港人生
命之際，很遺憾仍有一小部分缺乏良知的人在
藉機生事，他們散播恐慌、編造謠言，製造社
會混亂。有人捏造立法會秘密投票、「突擊封
城七日」的假消息，散布連鎖超市將全線停
業，物資供應鏈將斷裂等謠言，引致部分市民
恐慌性地搶購食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

當大家見到部分超市的貨架被搶購一空時，

充分證明謠言和假消息製造恐慌的後果，增加
疫情下市民的不安和焦慮。

更有一些企圖干擾抗疫工作、給抗疫添煩添
亂的人，他們只盼疫情越嚴重越好，毫不在乎
市民生命安全健康。例如，有極少數「黃絲醫
護」在內部社交群組煽動不合作小動作，有反
中亂港政客將全民檢測妖魔化為「掠奪港人
DNA」，還有人不斷攻擊抹黑紀律部隊、義工、
內地援港醫護等為本港抗疫出心出力的人士。

目前香港抗疫形勢嚴峻，社區每天都有很多
新增個案，很多市民亟待救治援助。香港這個
家再經不起造謠抹黑、自亂陣腳、分化撕裂。
各位香港市民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不信
謠、不傳謠，堅決抵制不利於抗疫大局的謊

話，堅決阻止不利於團結抗疫的事，集中精力
抗疫自救。

守護香港 謹守崗位
「飲水不忘掘井人」，我希望大家知道，目

前每天都有大批抗疫義工不顧自身安危，默默
為我們東奔西跑、無私貢獻。還有大批醫護人
員、紀律部隊人員、清潔工友、保安，以及負
責物資運輸的司機等來自五湖四海的無名英
雄，他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謹守工作崗位，
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
港社會大局穩定，他們的付出都是為了守護我
們、守護香港這個家，他們崇高的使命感、為
市民服務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和表揚。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給香港帶來了
嚴峻挑戰。中央對香港疫情高度關
注。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第七次協調會時表示，面對來勢兇猛
的香港疫情，既要堅定必勝信心，進一
步增強使命感、責任感、緊迫感，迎難
而上、奮勇攻堅；又要充分認識香港疫
情防控工作面臨的嚴峻性、複雜性、特
殊性，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和工作準備，
全力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他指出，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
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
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
行就職誓言。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衝
擊，促使全球反思公共部門能力的作
用和重要性，香港也不例外。

放任主義不利應對疫情
公共部門能力是指執行公共政策職能

所需的能力、資源與技術。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是對政府應急管理能力和領導社
會克服危機能力的關鍵考驗。要有效應
對疫情，香港特區政府也需要進一步加
強動員能力，集結各方面的資源與力
量，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協調相關配
套措施，加強一線醫療服務和疫情防
控，通過有針對性的資金政策扶助為居
民和中小企業紓困，以穩定就業和保障
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鏈。

政府的動員能力取決於過往對公共
部門資源、技術和人才的累積投入以
及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信任。在新冠疫
情爆發之前，許多高收入經濟體的公
共部門改革傾向於強調公共服務外包
化、市場化和私營化，而對公共醫療
體系、養老體系和相關基礎設施的投
入有限。正常時期的公共能力建設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應急時期的韌性和
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若前期投入
不足，疫情來襲時所需的資源和調控
渠道無法迅速到位，政府自然難以僅
憑臨時措施來有效應對緊急情況。

主流觀念、價值取向和治理理念也
非常重要。自由放任主義和政府不干
預主義不利於在社會整體層面有效應
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人口老齡化
問題等重大挑戰。應對這些難題需要
堅韌的領導力、政治意願、強烈的公
共責任感以及高度的社會團結。面對
日益複雜的全球新局勢，21世紀的政
府需要有以使命為導向的思維，才能
在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中動員跨部
門的知識、能力和資源，團結力量來
應對重大社會經濟挑戰。

與時俱進提升管治能力
由於資源能力、意識形態和抗疫決

心不同，世界各地的政府面臨不同的
制約因素，對新冠疫情採取了不同的

應對措施。不同的政策
組合選擇自然會帶來不
同的利弊取捨。內地在
抗擊疫情中展現了高效的政府動員能
力，以「動態清零」為目標，在數字
科技的支持下嚴格跟蹤、檢測、隔離
和治療。對於香港而言，抗疫策略和
行動有必要隨着疫情變化而調整，在
充分考慮本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有
必要加強本港與內地防疫機制對接，
提升本港防疫的有效性。

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需要
進一步動員和協調多個部門（公共部
門、私營部門和民間社團），結合科
學指導和各界支援，共同解決疫情防
控的難題，彌補防疫關鍵環節（檢
測、隔離、治療、病源追蹤和邊境管
制）的短板，確保公共醫療服務和市
民生活必需品供應的穩定。

長遠來看，特區政府需要擴大在公
共醫療體系和科技創新的投資，充分
利用數字技術與平台，增強大數據監
測、分析和管理的能力，這樣才能更
好地應對老齡化社會在醫療健康所面
臨的巨大挑戰。

非常之時需非常之策，以使命為導
向的大規模動員，或許不是香港所熟
悉的治理方式，但疫情已經改變了世
界，香港也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升
治理能力。

增強政府動員能力抗擊疫情
黎晨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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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嚴峻，安老院
舍更是重災區，不少長者染疫死亡 ，
很令人痛心。當前抗疫必須將降低人
群感染，實現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
作為重中之重。

長者為香港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他們理應有一個安享的晚年。對長者
的關愛，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體
現，對老人的支援就是對每一個家庭
的支援。不可否認，omicron傳染速
度快，感染率高。香港長者群體在第
五波疫情中受到較大衝擊，教訓慘
痛。

香港大部分家庭居住面積小，老人
有獨立空間不易。而在老人院，人均
面積僅有7平方米上下，有的床邊僅
安放得下一張輪椅。當疫情來臨，老
人根本沒有獨立的空間可以躲避病毒
侵襲。

老人因疫情死亡率高，除了香港是
個老年社會，65歲及以上年齡的長者
佔總人口比率超過18%這個因素外，
更重要的是老人疫苗接種率低，死亡
者中約9成沒有接種疫苗。在新冠疫
苗出現，並在香港開打之初，市民對
疫苗的效用存有擔心，一些輿論在沒
有科學依據情況下，不斷炒作「打疫
苗」的不良後果，令老人對打疫苗產
生抗拒心理。世界各國注射疫苗成為
普遍之風，香港依然沒有及時消除
「疫苗恐慌」給老人帶來的恐懼感，

錯過老人疫苗注射的最佳時期。
生命至上是抗疫的要求和標準，中

央援港控疫的專家組，提出把減少人
群感染、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作為
當前工作的重點。對此，特區政府必
須切實負起抗疫主體責任，一方面立
足於減少人群感染，一方面加強重症
救治、降低死亡率。

在加強重症救治方面，首先，隨着
方艙醫院逐漸落成，公立醫院必須進
一步分流，減少壓力，全力救治重症
患者。無論是西醫治療，還是內地經
實踐證明有效的中西醫結合方法，都
值得考慮，此時此刻不能再討論「白
貓黑貓」了。

同時，香港私家醫院
條件好，要為香港抗疫
多出一分力，不僅不應
將新冠患者拒之門外，
更應該為重症患者（包
括非新冠患者）治療開
綠燈。醫者仁心，全港
市民萬眾一心對抗疫
情，私家醫院不能袖手
旁觀。非常時期，政府
也應該引用緊急法的條
例，徵用私家醫院的相
關服務支援抗疫。組織
社會力量盡快隔離尚未
感染的老人，實現「逆
隔離」。目前居住老人

院的長者沒感染者有幾萬人，將其中
身體條件適合的老人分別安排在社
區、禮堂、學校等地改建的社區照顧
中心，協助他們避免感染。雖然此舉
有一定難度，但有中央援助（包括選
派看護人員、床具等），有香港各界
捐助場所，只要政府下決心，是有條
件做到的。

組織對未患病的長者注射疫苗，是
時不我待、亡羊補牢之事，必須火速
進行。香港疫情還沒到頂，老人承受
不起「群體免疫」的後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這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也是
每一個家庭對政府的期待。

香港需竭盡全力拯救長者
高佩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

香港第五波疫情越演愈烈，每日受感染人數激增，快
速測試呈陽性的個案數以萬計。但衞生署仍未接受他們
的呈報，原訂本周投入運作的呈報系統開通無期，故衞
生署的數據嚴重滯後，而且在未得到衞生署確立他們是
陽性病患者前，他們不能預約指定診所服務。

不少市民都十分氣憤兼無奈，為何所有支援熱線都難
以接通？作為聘用近18萬公務員的政府，顯然未有用盡一切可編排的
人手。疫情的快速攀升令香港抗疫進入最關鍵時期，政府更應統籌及協
調好各部門，真正做到「上下同心、全力抗擊」，動用一切可動用的政
府人員。

首先，政府要盡快公布快速檢測呈陽性的個案申報渠道及平台。面對
與日俱增的檢測量，化驗核酸檢測樣本工作面臨極大壓力，大量樣本堆
積延誤了部分陽性個案的救治，也導致資源重疊。容許快速測試呈陽性
人士透過網上系統登記陽性結果，並直接視為陽性個案作後續跟進，可
以加快對陽性個案人士的後續支援。

其次，醫管局目前設立20條熱線，每日早八晚十運作，專門支援等
待入院的確診病例，但每日300-400個電話的接聽量已遠不足以應對
連日上升的確診人數，很多市民表示支援熱線成日佔線，根本接不
通。為此，各支援熱線應大幅增加接聽人手，如必要時，可以調派在
家工作的文職公務員接聽電話，及時了解無法入院的陽性患者身體情
況，並為他們提供切實有效的防疫建議。

早在疫情蔓延之前，筆者經常提到公私營醫療合作的正面效應。目
前，香港公立醫院的隔離病床、社區治療設施及社區隔離設施已經飽
和，前線人手也嚴重不足，因此更要大幅增加公私營醫療的合作，增
加指定診所數目，讓病情較輕的病患者可以得到及時治療。另外，指
定診所的作用也應被加以重視，以輔助進行病人分流，減輕急症室的
壓力。

此外，對於計劃於本月推行的全民檢測，也應對採樣站流程、支援人
員安排等做出提前部署，以免再次出現大排長龍的情況。

現時香港疫情仍極為嚴峻，希望政府真真正正動用一切可動用的政府人
員，打好戰役。同時再次呼籲市民做足防疫措施，減少外出，同心合力，
共同抗疫！

政
府
應
動
用
一
切
人
力
齊
心
抗
疫

顏汶羽 立法會議員

◆安老院舍是抗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圖為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早前探訪安老院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