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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醫重建良性合作 助香港早日康復

WEN WEI EDITORIAL

治中立的原則，希望警方和醫護雙方互相尊
重，以禮相待。
警方維護法治，在醫院內搜查證據、拘捕
違法暴力者，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包括醫
護界在內，社會各界都應鼎力支持，配合警
方執法。即使個別醫護對修例有不同立場，
也不應把個人情緒帶入工作場所，將對修例
的不滿情緒發洩到查案的警員身上，更不應
以保護病人私隱為由，妨礙警方執法。警員
為緝捕刑事罪犯在醫院內搜證，是根據法律
及合乎程序下索取資料，並非侵犯病人私
隱。將兩者混淆，未免是非不分，無視法律
賦予警方調查罪案的法定權力，有以政治凌
駕法治之嫌。
警察和醫護都是高度專業的工作，都是為
了服務市民，雙方應尊重彼此的專業，不應
因政治偏見蒙蔽了專業精神，雙方都應以市
民的福祉為依歸，加強溝通，減少誤解，重
建健康的合作關係。昨日，雙方達成協議建
立恒常兩級溝通機制：包括雙方高層定期會
晤，以及各地區雙方設立指定聯絡人，在突
發情況下及時溝通，消除誤會；雙方將各自
跟進及調查多宗警醫摩擦個案。雙方以合作
化誤解、增互信，符合公眾期待，市民樂見
其成。
修例風波造成社會撕裂，嚴重影響各界和
諧，損害市民利益。修例風波已告一段落，
市民渴望各種爭議盡快平息下來，希望警方
和醫護界率先作出示範，迅速消除誤解，恢
復良好的合作關係，攜手治療社會撕裂的傷
口，讓香港早日康復。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日本大阪 G20 峰會發
表講話，強調二十國集團要大力改革創新、推
進世貿組織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並宣佈中國
將進一步推出對外開放重大舉措，加快形成對
外開放新局面，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在保護
主義、單邊主義蔓延，世界經濟運行風險和不
確定性顯著增加之際，中國發出進一步開放合
作的「強音」，展現大國擔當，有利穩定世界
經濟。中國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為完善全球治
理注入中國智慧，開放合作的「中國強音」贏
得各方讚譽，成為 G20 峰會共識，為國家帶來
改革動力，亦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信心之源、
動力之源。
G20 峰會是為應對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而誕
生，國際金融危機發生 10 年後，世界經濟再次
來到十字路口。峰會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貿易組織均發佈報告，對當前世界經濟
前景表示擔憂，世界銀行發佈報告，將 2019 年
和 2020 年 全 球 經 濟 增 速 分 別 下 調 至 2.6% 和
2.7%，突顯世界經濟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持續
加劇。
本屆 G20 峰會探求世界經濟增長動力，反對
單邊主義技術壟斷、維護多邊體制、完善全球
治理，成為各國共同關注。世界各國尤其關注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
貢獻率高達 30%，又是多邊主義最重要支柱，
將發出怎樣的聲音。
此次大阪峰會，世界聽到的開放合作「中國
強音」，至少有三大內涵，回應了世界的共同
關切。
其一，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習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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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和醫管局代表會面，討論近日警
員和醫護的關係。警方和醫護人員向來合作
良好，雙方盡職盡責服務市民。公立醫院警
崗對維持急症室秩序、防止罪案發揮重要作
用，多年來行之有效。公立醫院急症室有人
對警務人員不禮貌及不合作，只是個別事
件，並不代表大多數醫護人員。希望雙方加
強溝通，互助理解，尊重、支持警方執法，
重建健康合作關係，妥善解決事件，保障醫
院和公眾安全。
眾所周知，急症室警崗有效維護公立醫院
的秩序和安全。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
禮昨日就強調，急症室警崗非常重要及有價
值，警員有助急症室運作。他舉例指，醫護
人員遇到求診病人或家屬的不禮貌對待，警
方提供協助，甚至有警員因而受輕傷。
長久以來，警方和醫護人員攜手合作，為
市民提供了優質醫療服務，保障了市民的安
全，雙方為香港、為公眾的付出和貢獻，市
民有目共睹，希望雙方繼續保持良好的合作
關係，絕不願意看到因為個別不愉快事件破
壞了雙方的合作，影響了對市民的服務。
由於修例風波，有醫護人員對警務人員採
取不禮貌、不合作的態度，引起警方和前線
醫護的不愉快，對此，醫護界都感到憂慮。
昨日香港助產士會、香港護士總工會、東華
三院護理人員會和香港政府華員會護士分會
作出緊急聯合呼籲，指出公立醫院出現急症
室有人對警務人員出言不禮貌、不合作的情
形，只是個別醫護人員的行為，不代表大多
數醫護人員，促請醫護人員緊守政

「中國強音」給世界發展注入信心和動力
宣佈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新舉措，如即將發
佈 2019 年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新設 6 個自由
貿易試驗區、大幅消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
明年 1 月 1 日實施新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等，
中國為 5G、人工智能等影響全人類的科技創
新，創造更加可持續、穩定的國際環境，推動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中國的進一步開
放，為世界發展提供機遇，顯現了中國作為世
界經濟動力之源的大國擔當。
其二，中國支持和維護多邊體制，協商推進
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世界經濟依存於遍佈全球
的供應鏈，保護主義、技術壟斷只會阻礙世界
經濟發展。G20 機制最重要一點，就是堅持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中國提出加強多
邊貿易體制，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
通過協商解決分歧和爭端，這是負責任大國的
擔當。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積極回應：
「聯合國願同中國共同努力，更好發揮全球治
理應有作用，使遵循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主
流。」
其三，創新發展、聯動增長、破解發展瓶
頸。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目的就
是要動員更多資源，拉近互聯互通紐帶，釋放
增長動力；中國加強經貿談判，推動達成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實現市場對接，讓
更多國家和地區融入經濟全球化。
無論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外部挑戰如何嚴
峻，中國堅定不移走擴大開放之路，致力推動
全球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發展，緩解單邊
主義造成的世界貿易局勢緊張，這正是「中國
強音」成為 G20 峰會共識的重要原因。

擺公僕上枱 非香港之福
示威者圍辦公樓癱政府 朱敏健嘆政治化衝擊體制

在修例風波下，維持社會秩序的警
務人員身處風口浪尖，成為示威者惡
意攻擊的對象；另邊廂，示威者煽動
市民堵塞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等
政府辦公大樓，阻撓公務員工作，企
圖癱瘓政府運作，讓恪守政治中立的
公僕無辜捲入這場政治漩渦中。
香港文匯報訪問兩名分別來自紀律
部隊及水務署的資深公職人員。他們 ■朱敏健感慨現時社會爭議漸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均異口同聲慨嘆，政治化的社會氛圍

將公務員當成「出氣袋」及「箭靶」，衝擊着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制。其
中，前監警會秘書長、現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在逾 40 年的公職人
員生涯中，見證了本港民主進步的同時，社會氛圍卻變得政治化，為市民服

敏健 1978 年加入當時只成立約 4 年的
朱廉政公署。香港從港英殖民統治到回

歸祖國、特區政府的成立，令他感受最深刻
的是，回歸後中央政府給予特區政府高度自
治，「長遠而言，我對香港的前景是樂觀
的，但不能忽視現在的隱憂。」

爭論不休社會停滯
在見證「港人治港」落實的 22 個年頭
裡，朱敏健承認，特區政府的施政或有未
盡人意之處，「因為每個人在一個時空
裡，只能走一條路，彎也好，直也好，走
的時候並不知道（是對是錯）。政府承認
做得不好、要改，公眾也應該給政府一個
改過機會。如果堅持要政府聽從某些意
見，或者繼續爭論不休，社會就會停滯不
前。」
他直言，現在很多人都認為理性討論不管
用，自己的觀點不被接納就要用激烈方法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6月21日，示威者堵塞稅務大樓等政府辦公大樓，企圖癱瘓政府運作。

抗，這並非民主的本質。「民主社會裡，不
同政見的人絕非站於對立面，因為民主是有
商有量有協議，各方都要讓步才能達成有建
設性的成果。社會如果陷入長期爭拗，恐怕
就會發展滯後。」
香港回歸祖國前，港英政府未有讓港人
享受真正的民主，當時的立法局充斥着委
任和官守議員，方便港英政府的管治，朱
敏健說：「當時的政治生態較務實，沒有
太多政治化議題。」

立會不合作難施政
回歸後，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大大提
升，立法會無論是功能組別還是地區直選
議員都經選舉產生，再也沒有委任或官守
議員，政黨如雨後春筍，政治光譜十分寬
泛。不過，香港特區實行的民主制度，和
西方民主制度十分不同，比如在英國，下
議院的多數黨黨魁是該國首相；但香港特

首則需要脫離政黨獨立存在，特首與立法
會政黨只有合作關係，而無從屬等更緊密
的關係，故特首所推行的政策極有可能不
獲立法會支持，這個先天的結構性因素導
致了政府的施政困難。
同時，不幸的是，政黨、政客將不少社
會議題政治化，並以「監察政府」為名干
預政府施政。他感慨道：「政府行政效率
開始下降，社會爭議漸多，尤其遇到政府
無法控制的難題時，公務員的工作也會變
得倍加困難。例如 1997 年金融風暴，2000
年科網股泡沫爆破，2003 年沙士等香港的
困難時期，都是對政府工作的嚴峻考
驗。」

公僕中立不應被擾
在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下，公務員政治中
立的傳統也備受衝擊，「行政部門雖然很
難不受政治團體左右，但是維護法紀的紀

律部隊不應有政治立場，這是社會的底
線。」他形容，本港警隊在 2014 年非法
「佔中」事件上仍能力挽狂瀾，以政治中
立的原則維持社會秩序。「很慶幸香港有
健全的執法制度，同時法庭亦能做到不偏
不倚 ，這些是香港最值得依賴的基石。」
然而，這塊基石在最近的修例風波中，
被外界猛烈衝擊，「紀律部隊以及所有公
務員的政治都應該中立，這是香港核心價
值，政府作為行政主導機構，公務員的職
能是執行政府政策，政治立場不應影響工
作。」
朱敏健始終認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
會，市民能自由表達政見是這座城市的優
點，「香港有很多溝通渠道，讓我們理性表
達意見，政府不會聽不到大家的聲音。我做
了幾十年公職人員，看到現在社會民情變得
極端，有些議題訴諸情緒發洩，令人擔憂，
這對香港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勉港人融灣區迎挑戰

務的公僕也被「擺上枱」，實非香港之福。

資料圖片

「香港人
 不應該抗拒
大灣區。」
朱敏健說。
城市圈的概
念在西方也有很多，比如
美國的芝加哥和紐約，就
是因為和周邊地區不斷融
合和擴張，才演變成為大
都會城市。香港作為國際
城市，如果要均衡發展不
能僅依靠本地人才，引入
國際和內地人才是自然而
然出現的選項，香港人也
要適當走出去接受新挑
戰。他同時指出，大灣區
發展也要按照各個城市自
身的需求，也不能刻意揠
苗助長。

前線：敵視阻辦公 最終害市民

示自己處理任何人的申請都用同樣方法做事，
不會因對方的政治立場而有分別。

事務大樓的總部開會，惟最後因大樓受示威者
堵塞而需取消會議。
馬志成指出，召集多人參與的會議需要長時間
準備協商，會議取消重新再約，很浪費時間，同
時影響工作效率，而在目前的社會大氣候下，許
多人對政府工作不理解，出現了對公務員敵視、
仇視的現象，他感到痛心又無奈，「阻礙政府辦
公，最終受損失的是廣大市民。」

另一層意義是，無論政府最高層是誰，公務
員都必須保持對政府的忠誠，忠於政策本身，
是為中立。
談到政府工作，除了忠心和熱情，馬志成還
有一點感慨：回歸後，公務員工作比之前要繁
忙許多，但公務員假期就縮減到僅剩 14 天，做
足 10 年才有 22 天，加上政府凍結公務員招聘，
衍生了人員斷層、經驗傳承不足等問題。他希
望政府汲取經驗，做決策千萬不可短視，不要
為紓緩一時的財政困境而忽略了後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修例示威者兩度包圍警察總
部、堵塞稅務大樓及入境事務大

樓，阻礙大樓內職員和市民出入，
影響市民辦理公共服務。水務署人
員馬志成在訪問中對公務員被敵
視、仇視的現象，感到既痛心又無奈，「阻礙
政府辦公，最終受損失的是廣大市民。」
今年 55 歲的馬志成，已在水務署工作 27 年，
現為高級技術主任，同時是工聯會香港政府人
員協會主席。在反修例示威者堵塞稅務大樓及
■馬志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入境事務大樓當日，他原本要到該署位於入境

挺警方嚴厲執法恢復秩序
針對示威者兩度包圍警總，馬志成強調，法

治是香港社會基石，包圍警總是要侮辱警察、
令警隊喪失尊嚴的惡劣行為，而要解決現今社
會的混亂情況，他認為警方就有必要嚴厲執
法，令使用暴力的示威者逐一「找數」，才能
盡快恢復社會平靜。
多個公務員團體此前都發表聲明，表示支持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就聲言此
舉「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馬志成指
出，在他眼中，公務員要嚴守政治中立有兩層
含義：首先是身為政務執行者，應對所有市民
保持中立，一視同仁。他以水務工作為例，表

公僕須忠於政策恪守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