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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抗疫工作影響基
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進度，強調立法不
能輕率，要確保有效執行，以面對過去和
將來有關國家安全的挑戰。

推進並完成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特區
政府必須積極面對、主動承擔的憲制責
任。加強疫情防控的同時，加快完成二十
三條本地立法，築牢國家安全屏障，已成
為特區政府必須緊抓不放的要務。

香港國安法對於維護特區穩定和諧方面確
實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但並不能完全取
代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隨着國際環
境變化，特別是中美關係持續繃緊的客觀現
實，西方反華勢力全力圍堵遏制中國和平崛
起，妄圖阻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特別是利
用各種經濟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遏制中國發
展，給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繁榮帶來了極大的
隱患。香港特區作為國家開放及「雙循環」
的橋頭堡，在國家經濟參與全球循環的大格
局中，在充分發揮橋樑中介作用的同時，勢
必給國家經濟平穩運行帶來安全隱患，也因
此，二十三條立法不僅要維護國家社會政治
安全，更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針對香港
「兩制」的自由特質，加強維護國家經濟運
行安全，徹底消除「兩制」運行中涉及到國
家經濟運行的安全隱患。

有亂港分子至今仍與外部反華勢力沆瀣
一氣，通過網絡謠言煽惑等卑鄙手段，妄
圖持續擾亂甚至破壞特區穩定的社會環
境，並試圖破壞國家的社會穩定。所以，

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也要充分
考慮網絡世界潛藏的涉及國
家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加強
對網絡的立法規管。

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順
利完成三場重要選舉，全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展現五光十色的多
元政治光譜，吸納了相當多的法律界專才
進入立法會，這為特區政府推進二十三條
本地立法提供利好因素。特區政府應主動
履行憲制責任，加快推動二十三條本地立
法的各項工作，在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特別
是法律界意見的基礎上，盡快向立法會提交
立法草案，以便立法會能夠有更充足的時間
履行憲制責任，嚴謹審議二十三條立法。

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將對香港社會的持續
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相信特區政府會十分
謹慎，用上一段時間為立法作出詳細準
備。另一方面，由於本屆立法會議員中有
十多位法律界的專才，再加上商界議員對
經濟運行安全方面相當熟悉，因此也有充
足理由相信，本屆立法會有足夠的能力，
為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嚴肅審議嚴謹把關。
期望特區政府能夠準確把握二十三條本地
立法的適切性與緊迫性，不能讓二十三條
本地立法受到其他因素延誤。顧此而不失
彼，在重視防疫工作的同時，特區政府應
加快推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進程，早日築
牢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維護國家經
濟運行安全的銅牆鐵壁。

醫學雜誌《刺針》近日發布了有關新冠
病毒的報告，點名批評美國國家衞生研究
院阻撓病毒溯源調查。該雜誌新冠委員會
主席薩克斯曾表示，「非常確信它(新冠病
毒)來自於美國實驗室的生物技術，而不是
自然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近三年，
導致全球6.12億人染疫，653萬人死亡，
直至目前仍然未受控，全球各國應該攜手
共同抗疫，爭取早日控制疫情。而病毒溯
源調查是抗疫成敗的關鍵環節，美國應配
合世衞組織，展開病毒溯源調查。

過去兩年，由薩克斯領導的《刺針》新
冠委員會，一直進行新冠疫情的相關研究
工作，包括對病毒進行溯源。《刺針》於
本月15日發表了一份該委員會撰寫的58
頁報告，就疫情爆發、病毒源頭、各國的
疫情應對進行評價及建議，當中點名美國
國家衞生研究院阻撓病毒溯源調查。報告
指出，獨立研究人員尚未對美國實驗室進
行調查，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甚至「抵制
披露其工作細節」。據薩克斯所說，美國
政府資助大量危險的類似沙士病毒的基因
研究，而且並沒有誠實公開相關信息。
「有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這些研究可能
創造了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造成巨大的人命損失，對全球
經濟發展也產生重大影響。直至今日，疫
情雖有所緩和，但仍未完全受控，盡快做
好溯源調查，是全球抗疫成敗的關鍵環
節，世界各國應攜手共同抗疫，配合好世
衞組織，查明病毒的源頭。

美國作為全球擁有最強醫學科技力量的
大國，在全球抗疫中理應承擔較多的責

任，對全球抗疫作出更大
的貢獻。美國在這次新冠
疫情中，共有約9,550萬人
染疫，約105萬人死亡，是
全球疫情最嚴重、損失最
大的國家，僅從美國自身
的抗疫需求看，美國也有責任盡快查明疫
病的源頭，爭取早日控制住疫情。

對於《刺針》和薩克斯提出的，有關
新冠病毒有可能源自美國的實驗室的質
疑，最合適的回應，就是積極配合世衞
組織展開調查，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應
該把所有實驗室數據、筆記本、病毒的
數據文件都交出來，進行獨立調查，讓
美國民眾和全球各國都能更好地了解事
實真相。

美國的抗疫工作一直受到政治化干擾。
在疫情初起之時，美國正值總統大選，激
烈的黨爭嚴重影響了抗疫成效，令美國延
誤了防疫抗疫的最佳時機，導致十分嚴重
的後果，而美國當局為了逃避責任，又進
一步政治操弄防疫議題，一些政客在病毒
溯源問題上，一再編造謊言，捏造事實，
意圖甩鍋中國，結果是誤導了公眾，再次
令抗疫受到政治化的干擾。現在全球疫情
出現緩和的跡象，抗疫成功出現曙光，更
應該配合好世衞組織，繼續努力，打贏抗
疫這場戰。而盡早查清病毒的源頭，才可
以更好地推動全球防疫，不使病毒再次危
害全人類。《刺針》及薩克斯提出新冠病
毒有可能源自美國實驗室的生物技術的質
疑，令人震驚，美國應該配合調查，讓全
世界知道真相，才能最終戰勝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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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浩鳴 立法會議員

十年奮鬥十年輝煌 香港「一國兩制」乘勢再起航
中宣部昨日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發布

會，全面總結和解讀中央推動香港「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全過程，深入闡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一國兩制」重要論述對香港發展的重大理論

意義和指導意義。在二十大即將召開的時候，

香港社會回顧十年奮鬥、十年輝煌，深入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就「一國兩制」理論開闢新境界

的重要論述，對於正進入由治及興階段的香

港，在國家發展重要歷史節點乘勢揚帆再起

航，具有重要意義。

吳良好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中宣部昨日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發
布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王靈桂就
十八大以來「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進
行介紹並回答媒體提問。習近平總書記就「一
國兩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在香港社會
形成學習貫徹熱潮，中宣部有關習近平總書記
開闢「一國兩制」理論新境界的說明解讀，進
一步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重視。

「一國兩制」理論開闢新境界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就新

時期做好香港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從
戰略和全局高度就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
國統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
香港發展指明方向、擘畫藍圖。習近平總書記

在十九大報告中，全面論述「一國兩制」事業
和港澳工作，特別是把「堅持『一國兩制』和
推進祖國統一」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就香港面
對「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開
出藥方，強調「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
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今年是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
中，進一步對「一國兩制」實踐提出「四個必
須」，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四點希望」，成
為未來「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指導思
想。

習近平總書記就「一國兩制」的系列論述，

極大地堅定了香港市民的「一國兩制」制度自
信，指導和推動「一國兩制」新的實踐，又對
「一國兩制」和港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將中國共產黨對
「一國兩制」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新高度。

譜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維護國家安全，才能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方面，只有「一國」
之責，沒有「兩制」之分。2019年香港發生修
例風波，中央審時度勢，及時制定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邁
向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進一步明

確指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引導香港社會牢牢把握「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的正確發展方向。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
實踐過程中更會遇到不少風浪和挑戰，必須
要有戰略定力、理論自信，才能開拓新境
界。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是對「一國兩
制」的豐富和發展，為新時代「一國兩制」實
踐提供了根本遵循。香港社會全面回顧10年來
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深入認識10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
展變化，定能更好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取得
更大的成功，譜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
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嚴剛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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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成員於9月初分三組出訪
東盟五國，共參與超過50場會面或

活動，接觸到超過500名當地商界人士和專業人
士，也拜會了國家駐當地的大使或總領事。是次
外訪取得圓滿成功，成果豐碩超出預期，也拓寬
了我們對當地情況的認知。香港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要建設好「一國兩制」除了胸懷祖國，也
要放眼世界，主動走出去增加對世界的見聞和了
解，鼓勵外企來香港投資，也要向海外華僑宣講
香港故事、中國故事。

東盟已成為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而東盟與內
地的很多貿易往來，其實都會有香港的參與。香
港與東盟積極建立緊密關係，對香港的長遠發展
是有好處的，也是必須的。以我率團訪問的越南
和泰國為例，以貿易總額計算，越南是香港第7大
貿易夥伴，泰國是第10大。相比之下，英國和德
國只排名第11和12位。如單純以香港產品出口
計算，越南是第8大夥伴，泰國排第9。在疫情之
前，越南和泰國每年都分別有幾萬名旅客訪港。
香港同東盟的關係已有良好的基礎，未來的方向
應是進一步加強往來，共創繁榮。

今次外訪有兩大收穫。首先是我們難得有機會
可以同當地的華商深入交流，了解他們對國家和
香港的看法，以及他們遇到的困難，共同探討如
何創造新機遇。華商對國家有良好印象，也基本
掌握香港的情況，他們普遍認同國家的治港方
針。當地華商都認同，社會穩定至關重要，認為
實施國安法對於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有必要
的。經貿合作方面，泰國和越南都希望繼續拓展

香港的農產品市場。泰國的大米和越南的海產都
是當地主要的出口，而香港擁有嚴謹的食品安全
制度，只要能夠互相配合，就可以帶動食品的品
牌效應。這是我們值得積極探討的發展方向。

第二個收穫是，我們發現原來當地的商界不知道
香港有一套成熟的仲裁制度，而這種制度是當地所
沒有的。仲裁是在法庭訴訟以外雙方解決爭端的一
種有效方法。即使合同中沒有仲裁條款，一旦爭議
發生而雙方不希望對簿公堂，雙方也可以共同議定
仲裁協議。香港要積極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國
際仲裁中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如有需要也可
以使用本港仲裁服務，可以節省打官司所消耗的時
間和金錢。與當地相比，香港的專業服務有明顯的
優勢，應該多向東盟企業宣傳香港的仲裁服務，而
今次外訪我們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另外也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我在泰國
曼谷參觀了一個當地的「潮玩玩具展」，展出的
作品都是香港的創意工業設計師出品。參觀的人
很多，展覽在當地大受歡迎，可見香港不缺人
才，而且有潛質成為國際人才庫。另一個是我們
與越南華商見面時，得知他們有意於當地設廠生
產中成藥。我們向他們介紹了香港的中成藥註冊
制度，並建議當地生產的中成藥可以採用香港的
嚴格標準，提高消費者的信心。我們也聯絡了香
港中藥界，他們計劃派員到越南與當地的企業接
洽，當地華商也有意到訪香港。

我們以「增聯繫、正視聽、促融通、共發展」
概括今次出訪的成果，十分高興外訪引起熱烈回
響。

香港須加強與東盟聯繫共創繁榮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2022年8月，香港新冠研究工作組在國際期刊
《Chinese Medicine》發表了《Effects of Chi-
nese medicine for Covid-19 rehabilitation:
a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一文，指
出七成「長新冠」病人的證型是「肺脾氣虛」或
「氣陰兩虛」，而用中醫辯證論治可紓緩主要臨
床症狀，如疲勞等，病人的心肺功能也有顯著改
善。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組長仝小林院士已替
香港制定四個方案：《居家使用中成藥建議》、
《方艙醫院中醫診療方案》、《恢復期中醫康復
指導建議》及《中醫藥預防治療FAQ》。當西醫西
藥還沒有治療「長新冠」的顯著方案時，香港應
成立特別診所及研究基地，以多專科合作，透過
中醫藥幫助港人克服「長新冠」的困擾。

根據資料顯示，英國每32人中就有1人患有某
種形式的「長新冠」，按英國的人口比例計算，
相當於有200萬人患「長新冠」。在美國，「長新
冠」影響多達2,30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可能因
此工作能力下降而面臨失業。世衞組織歐洲區域
53個成員國中至少有1,700萬人有「長新冠」，且
症狀持續至少3個月。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
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全球有近
1.45億人患有三種「長新冠」症狀中的任何一
種：身體疼痛、情緒波動導致的疲勞、認知問題
和呼吸急促。

英國大約有150萬人表示，他們患的「長新
冠」症狀對日常生活產生不利影響，有384,000人
表示他們日常活動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疲

勞是「長新冠」最常見症狀，62%的人報告虛弱或
疲倦，37%的人說呼吸急促是他們的症狀之一，而
注意力不集中和肌肉疼痛是第二多的症狀。35至
69歲年齡段的人士、女性、生活在較貧困地區的
人士、從事社會護理工作的人士，以及其他健康
狀況較差或殘疾人士患上「長新冠」的風險比其
他群體更高。有些患者的情況在持續惡化，他們
不僅失去健康，還失去工作、經濟保障和家園。

「長新冠」可以影響幾乎所有器官系統，並可
能表現為新發慢性疾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
腎病、血液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健康
障礙。「長新冠」還可直接、間接地影響心理健
康。這些症狀可從最初的發病持續存在、發展到
康復後，而且可以隨着時間的推移復發。這種情
況會影響一個人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例如工作
或家務。「長新冠」是一個具有嚴重後果的問
題，需要有應對措施避免病人的生活質素受影
響。

英國國民保健署已投資超過2.2億英鎊用於治療
「長新冠」，通過建立診所來對「長新冠」患者
進行評估、診斷和治療，並將患者轉介到其他服
務部門跟進。美國也有「長新冠」國家研究診治
計劃，旨在改善「長新冠」的預防、診斷和治
療。世衞組織歐洲區域主任Dr Hans Kluge表示
「長新冠」的影響，包括會否導致再感染，需要
更多的分析、投資、支持和支援。這個意見值得
香港特區政府正視，應積極和其他夥伴，包括中
醫合作，根據研究和證據尋找治療「長新冠」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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