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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行動持續5天，嚴

重影響不少公立醫院服務及病人權益。有見部

分病人有冤無處訴，新民黨昨日表示願意為在

「醫員陣線」罷工期間受到影響的市民提供義

務法律諮詢服務，研究向該組織進行民事索

償。就香港護士協會主席、立法會衛生服務界

議員李國麟日前聲言會開會商討是否「接力」

罷工，新民黨會研究如何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禁止香港護士協會發起罷工，並要求法庭頒令

協會會員不可以無合理原因罷工缺勤。

罷工影響病人 新民黨研索償
擬申禁制令狙護協接力「醫員陣」罷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新民黨表示，雖然「醫管局員工陣線」已停止罷工，
但過去數天公立醫院服務已受到嚴重影響，醫管局

亦多次向公眾表示受影響的服務範圍包括新生嬰兒深切治
療部、急症科、產科及心導管實驗室服務等。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更指出由於專職醫療及放射
技師等部門罷工人數較多，令部分服務要關閉，對病人住
院檢查亦造成影響。

葉太：醫護被「陣線」誤導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表示收到不少前往東區醫院求診
的年長市民反映，罷工期間的醫療服務受到影響，例如等
候取藥的時間變長。因此，她呼籲需要緊急醫療服務、接
受手術的人士或長期病患者，倘在罷工期間受到影響，可
隨時聯絡新民黨，該黨的法律團隊成員將會為受影響的市
民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研究向「醫管局員工陣線」進
行民事索償。
她解釋，「醫管局員工陣線」是罷工的發起及領頭人，
而300名罷工醫護只是被該組織所誤導，才令醫療服務受
到影響，所以今次首要追討及索償的目標是「醫管局員工
陣線」。
至於李國麟日前稱香港護士協會將於明日開緊急會員大
會，商討是否罷工，新民黨認為，如果香港護士協會繼續
「接力」罷工，隨時令醫管局服務再度受嚴重影響。新民
黨會根據已取得的獨立法律意見，研究如何向法庭申請禁
制令，禁止香港護士協會發起罷工，並且要求法庭頒令協
會會員不可以無合理原因罷工缺勤。

指道義上不應發起工業行動
新民黨表示，特區政府已推出果斷和嚴厲的14天強制

檢疫措施，應對最新情況，而要行使有關法律權力，其實
已經頒佈香港正處於「公共衛生緊急事態的情況」，醫護
人員於道義上不應該再發起任何工業行動，而在法律上亦
站不住腳。
新民黨強調，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市民擁有組織
工會及罷工的權利，但這些權利並不是絕對的，根據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第五條（1）款訂明，「當局正式宣佈緊急
狀態，而該緊急狀態危及國本，得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
要之限度內，採取減免履行人權法案的措施，但採取此等
措施，必須按照法律而行。」意指當香港市民的生存受到
嚴重威脅時，這些權利是可以被依法限制的。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疫情，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日前根
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條例》，訂立《若干

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
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附屬法例
以加強檢疫。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
表網誌指出，新措施實施後首天，取得
良好成效，從內地入境的人數大幅下
跌，但留意到坊間出現惡意散播的謠
言，唯恐天下不亂，容易釀成公眾混亂
和社會恐慌。他強調，謠言與病毒一
樣，需全力抗擊，呼籲市民切勿輕信謠

言，應密切留意政府發放的最新資訊，
免被謠言誤導。
張建宗指出，《規例》旨在進一步壓
縮香港和內地的跨境人流，以減低疫情
進一步傳播的風險，防患未然，接受強
制檢疫人士並無病徵，也非確診者的緊
密接觸者，屬風險較低者，市民不用過
分憂慮。但他呼籲在家中檢疫者應守
法，本着社會意識和公民責任，充分合
作和自律，為己為人，同心抗疫。
張建宗表示，明白須要有合適安排，
讓港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受影響，因此
《規例》有豁免安排，且會按「宜緊不
宜鬆」及「從嚴」的原則執行。

他指出，新的強制檢疫措施或會令兩
地往來的市民感到不便，但為了更有效
應對疫情，實為必要，希望大家能夠配
合和諒解。而新措施實施後首天，亦取
得良好成效，從內地入境的人數大幅下
跌。

張建宗：市民勿輕信免釀恐慌
近日有謠言稱，香港食米和日用品等

物資短缺。張建宗重申，防控措施不會
影響內地與香港的貨運，因跨境貨車司
機可獲豁免強制檢疫，主要食品供應商
亦公開表示，食品目前供應正常，並沒
有來貨不足的問題，呼籲市民毋須擔

心。他強調，謠言與病毒一樣，需全力
抗擊，呼籲市民切勿輕信謠言，不要中
了造謠者的圈套。
他又指，香港多年來建立了一個高效
率的醫療系統，「在此困難時期，大家
更必須同舟共濟，上下一心。」他強
調，政府重視每一位醫護人員，會全力
支援他們的需要。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密切注視疫情對
各行業的影響，並與相關業界溝通，提
供適切的協助，同時會盡快成立金額逾
1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和制訂方案，
為社會提供所需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自從實
施了必須強制在家居或其他住所接受檢疫
14天的措施後，部分僱主僱員難免會受
影響，外傭問題亦受關注。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特區
政府已宣佈採取彈性安排，讓所有在今年
3月31日或以前屆滿的外傭合約，可在僱
主及外傭雙方同意下，延長合約最多至今
年5月31日。
對於受影響的本地僱主僱員，羅致光指勞

工處已發出新聞稿解釋，如果僱員染病，僱
主須根據《僱傭條例》或有關的僱傭合約，
讓該僱員放取病假。如僱員被衛生主任要求
或命令接受檢疫，衛生主任會為該僱員發出
醫生證明書；政府鼓勵僱主體恤和諒解有關
僱員的情況，作出彈性處理，包括在可行情
況下容許僱員在家工作或讓他放取有薪假
期，這有助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及保障所有
僱員及社會大眾的健康。
至於一些放假回鄉而未能回港的外傭，特

區政府會繼續致力與菲律賓當局解釋香港採
取的防疫措施，希望讓她們早日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
大，不同地區也在提高戒備，盡
能力加強防疫及抗疫的工作。香
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昨日
發表的網誌上指出，今次疫情對
香港經濟實質影響程度，很有可
能高於2003年時沙士，預計月中
公佈的最新失業率亦很大機會高
於去年第四季的3.3%。尚有不足
三星期便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他指疫情迅速變化對預算案
的編制工作帶來更大挑戰，正評
估疫情對本港經濟的最新影響，
並審視不同措施的適切性。
陳茂波指出，疫情令本已下行

中的經濟受到進一步的打擊，其
中很多慣常在新春期間舉行的團
體活動或春茗都因疫情而取消，

旅客銳減，飲食、零售、消費及
旅遊等相關行業受到重創，無論
是企業或打工仔都面對收入大減
甚至資金周轉壓力，近日更相繼
傳出有企業要求員工放無薪假
期、減薪甚至裁員的消息。而隨
着市民出行大幅減少，整體商業
和經濟活動已顯著減慢。

2009年後GDP首錄全年下跌
他援引統計處上周公佈的預計

數據指，去年第四季本地生產總
值按年負增長2.9%，已是連續兩
季收縮，其中服務輸出（涵蓋訪
港旅遊業）及本地資本投資總額
（反映營商氣氛）分別大幅下跌
25%及 16.2%。2019 年全年合
計，本地生產總值實質預計收縮
1.2%，是自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

年度跌幅。
其中，零售和飲食業更是「重

災區」。去年第四季零售銷貨量
急跌24%，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
季度跌幅；上季食肆總收益跌
14%，去年全年計跌約6%，也是
自2003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跌
幅。
他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的時候，要保持信心，維護企業
及打工仔的資金周轉是至為關鍵
的一環。他指出，已有銀行主動
推出措施，包括為從事零售、餐
飲、運輸及旅遊等行業的客戶，
提供可就物業按揭貸款申請暫時
「還息不還本」的安排。他再次
呼籲各業主與大家共渡時艱，履
行社會責任，為生意受困的租戶
提供較大幅度的減租安排。

謠言與病毒一樣 需全民全力抗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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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員陣線」在大部分會員反對下，最終「跪低」停
止罷工，工會成員鞠躬致歉。 資料圖片

▶罷工醫護置病人權益於不顧。圖為香港伊利沙伯醫院急
症室，大批病人正輪候醫療服務。 資料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前日感謝中央和廣東省
對香港抗疫的全面配合和支持，包括國
務院港澳辦協調向港輸出 1,700 萬個口
罩、國家移民局停發內地居民赴香港旅
遊簽注、商務簽注等。抗疫關鍵時刻，
香港獲得中央大力支持和廣東省全面配
合，是香港戰勝疫情的有力靠山和信心
源泉，內地各省市與香港守望相助，確
保了供港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香港，在
港中資企業勇擔社會責任，與市民齊心
抗疫，全力守護香港，發揮了中流砥柱
作用。事實再次證明，中央始終堅定支
持香港繁榮穩定，祖國永遠是香港戰勝
挑戰的堅強後盾。

國家各部門大力支持、全面配合特區
政府的各項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措施。為
配合特區政府最大幅度減少兩地人流，
國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停發了香港旅遊簽
注，在特區政府宣佈從內地入境人員必
須接受14天檢疫、對於所持旅遊簽證有
效期或簽注逗留期限不足14天的人員將
拒絕入境措施後，國家移民管理局即宣
佈，自2月7日起，暫停辦理內地居民赴
港商務簽注，並要求邊檢機關要在口岸
對持有相關簽注擬出境的內地居民和其
他相關旅客，及時提示相關規定。中國
國家鐵路集團則配合港府調整鐵路服務
的安排，國家民航局配合減少飛往香港
的航班，香港中聯辦、湖北省港澳辦協
助運送藥物到滯留湖北和武漢的港人
等。這些措施，令香港的抗疫工作有了
充分保障。

國家和各省市全力支援香港、急香港
所急、確保輸港物資的供應。在內地口
罩短缺的嚴峻情況下，過去一個月，在
國務院港澳辦大力協調下，內地批發商
仍成功向香港醫管局、特區政府和批發
商輸出早前訂購的1,700萬個口罩。疫情
發生以來，廣東 300 個供港基地開足馬
力，確保基地生產正常、貨源充足，保
證了果菜奶蛋糧油對港供應正常，活豬
每天供港3,000多頭，廣西供港蔬菜基地
等在承擔供應湖北等省蔬菜重任下，仍
確保了供港蔬菜的供應，確保了香港市
場所需。

在港中資企業作為香港社會成員，勇
擔社會責任，發揮了穩定市場、支援抗
疫的中流砥柱作用。央企華潤集團在全
球搜購口罩，聯絡日本、韓國、歐洲等
海外供應商向香港供貨，確保應急衛生
防護產品的供應。粵海集團迅速啟動一
級響應，確保對港供水、對港生鮮供應
正常。在港中資扛起責任擔當，有力地
守護了香港的市場穩定。同時，在港中
資伸出援手助香港市民渡過難關。中銀
香港、工銀亞洲等推出按揭貸款「還息
不還本」、中小企抗疫專項貸款計劃、
減醫患還卡數不便逾期費等紓困措施，
與市民同舟共濟。

無論是應對各類金融危機，還是處置非
典、新冠肺炎等疫情，每到關鍵時刻，中
央政府和內地各省市、在港中資機構總是
全力支持香港攻堅克難。有國家作後盾，
香港一定能抵禦風浪、戰勝疫情。

中央大力支持是香港抗疫有力靠山
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包

括24歲男子及其90多歲的外婆，兩人在農曆新年
期間參與一個共19人的家庭聚會，一起打邊爐和
燒烤，事後11人感到不適，當中有9人確診，屬
於本地家族性爆發。個案顯示新冠肺炎的確存在
社區傳播，而且病毒傳播能力強、隱匿性強，對
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區政府在加強防控
力量的同時，必須加強防疫宣傳，強烈勸喻市民
加強自律，減少外出聚集，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一起為防疫控疫盡個人義務。

逐漸深入的研究顯示，病毒有更廣泛傳播性和
更強隱匿性，包括除了可以通過飛沫傳播和接觸
傳播外，還可能存在氣溶膠傳播。氣溶膠是由固
體或液體分散並懸浮在氣體介質中形成的微粒，
病毒可能依附於微粒上傳播。氣溶膠傳染與飛沫
傳染途徑的不同之處在於傳播距離可遠達10米，
增加了社區感染的風險，對此必須高度重視。

港人對氣溶膠傳播其實並不陌生。2003年沙士
期間，淘大花園大量住戶受感染，就是因U型去
水渠乾涸致隔氣失效，含病毒的水霧化後，透過
抽氣扇發生氣溶膠傳播，屬特定情況下可能發生
的例子。至於日常生活的打邊爐、焗桑拿會否容
易傳播，專家仍存不同看法。有醫生認為若打邊
爐的共餐者攜帶病毒，可能令在場人士吸入而染
疫，因此呼籲有呼吸道徵狀人士不要打邊爐。而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等專家則認為氣
溶膠傳播只會在臨床範圍的特定情况下產生，例
如插喉、抽痰和使用呼吸機，才有機會出現病毒
黏附霧化粒子的傳播。但無論如何，任何形式的
聚餐都屬於緊密接觸，本身就會增加傳染病群體
爆發的風險，在疫情時期應盡量避免；同時氣溶
膠傳播不等同空氣傳播，市民大眾只要做好個人

防護措施，毋須過分恐慌。
防控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另一個不利因素，是

發現愈來愈多隱形傳播者，病人病徵有如流感甚
至沒有病徵，很可能被臨床診斷為流感。衛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中心主任張竹君指出，一開始可
以按外遊記錄分辨患者，但現時難以完全隔離或
追蹤所有懷疑個案，亦愈來愈難用隔離策略控制
疫情，如果有更多類似個案，可能代表新冠肺炎
病毒的社區蔓延難以阻止。

面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脅，特區政府已經採取
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但病毒是以人為宿主，任
何防控措施均要落實到人，因此市民主動配合做
好防控才是防疫的關鍵。首先是要做好隔離檢疫
工作。特區政府的強制檢疫措施從2月8日凌晨生
效，但事實上病毒有長達14天的潛伏期，意味着
在2月8日前回港的市民，同樣有機會攜帶病毒而
未有任何病徵。因此政府應加強呼籲所有近期回
港的人士，都應自覺居家隔離14天，最大限度減
低跨境傳播病毒的機會。

另一方面，面對本地社區傳播的極高風險，很
大程度上要靠廣大市民合作。除了戴口罩和勤洗
手，所有市民都應盡可能減少外出，尤其減少聚
餐、派對等群體性活動，即使聚餐也必須使用公
筷，減少握手、擁抱等近距離接觸。市民在公眾
地方必須做好個人衛生防護，打噴嚏時要用衣袖
遮擋，切勿隨地吐痰和踩踏痰液。

防疫工作關係到所有人的身體健康，每一位市
民都是這場防疫戰的主角，有義務為防疫工作做
好自己。特區政府在嚴控外來傳播源的同時，也
應展開廣泛的公共衛生宣傳教育工作，讓每一位
市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合力切斷新冠肺炎病
毒的本地傳播鏈條。

政府宣傳減傳播機會 市民自律盡防疫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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