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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有醫護組織借新冠

肺炎疫情搞罷工後，再

有醫護組織計劃發起新

一輪工業行動。香港護

士協會（護協）昨日投票通過發起所謂「保護你」行動，呼籲會

員於明天起嚴格遵從醫管局的感染控制措施標準，領取所需防護

裝備的數量，若未能取得可致電協會熱線舉報。香港醫療人員總

工會副主席馮權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促請醫護組織採

取抗爭行動時，不應影響醫院運作，延誤對病人的治療，令他們

的生命受威脅。

護協發起「按章」行動要挾醫局
醫療人員總工會促勿損醫院運作 不應延誤對病人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泛暴派為咗繼續用政治手
段禍港，呢排狂搞新工會去
玩罷工。其中，「香港保險
仝人職工會」日前就通過動
議，去信要求保險公司叫特

區政府「全面封關」，有工會中人仲話如果
唔回應，或者會差別對待港人同內地人嘅保
險單喎。咁冇職業操守嘅說話都講得出，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開post叫大家搵下已
被開名嘅副主席阿Sam喺邊間公司做，唔少
人當然支持。不過，個工會第二日就澄清話
啲威脅言論係「個別會員意見」，唔係正式

表決內容喎，佢割席都割得好快吓。
梁振英噚日引用《立場新聞》報道，內容
提及工會副主席阿Sam動議去信要求保險公
司「敦促」政府「全面封關」等，獲大比數
通過。有工會中人仲話，如果保險公司冇正
面回應，會考慮搞「工業行動」，包括優先
處理港人嘅保險單，「到時唔知點解內地啲
單會落到最底，大家都Claim（報銷）左
（咗）香港單先。」
梁振英補充，當日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亦

有出席，仲請網民搵下個阿Sam係邊間公
司，佢會喺內地廣而告之咁話。

網民：煽罷工可否釘牌？
唔少網民都睇唔過眼個工會諗住差別對待

內地客戶。「Ju Ju Hung」和應道：「睇佢
係邊間保險公司，傳去內地佢都唔使旨意喺
保險界立足，煽動罷工可唔可以釘佢牌？」
「Ka Hung Ching」就話︰「『優先處理

港人的申請及訂單』，這會是什麼規條？其
實呢個『香港保險仝人職工會』，有冇法律
顧問意見架（㗎）？」
有網民亦覺得如果保險公司發現自己經紀

諗住咁做，一定即炒。
呢個工會即日就出post回應，話《立場》

個報道只係「個別會員意見分享」新聞，唔
係正式表決內容喎，即係割席唔認數啦！咁
又係嘅，諗住搞工業行動前真係要諗清楚有
冇違反操守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稱內地保單塞底 泛暴工會挨批即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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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泛暴派主
導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上周一連五天罷工
雖以失敗告終，不過，已令需要緊急公共醫
療服務的病人陷於極度痛苦和無助，香港護
士協會（護協）昨日竟召開會員大會商討接
力罷工。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超過
20名成員昨晨強烈抗議護協在疫情危急關
頭，以犧牲病人性命為代價商討罷工行動，
完全違反南丁格爾的救護精神。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在集會期間高叫

「與民為敵罷工可恥」、「毋忘天職緊守
崗位」等口號，並高舉「毋忘南丁格爾救護
精神香港護士協會回頭是岸」的橫額。
集會召集人、「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

中表示，醫院裡的罷工或任何工業行動都是
損害病人利益，置病人生死於不顧的殺人兇
手。上周的罷工行動，已令沙田威爾斯親王
醫院9A病房的一位老人，懷疑因缺乏護士
照顧而跌落床，導致頭部受傷失救慘死。
他續說，護協以「立足專業、保障市民」

為宗旨， 不過，該會主席李國麟一直以政
治凌駕專業，騎劫協會去拖政府後腿，如今
更「趁你病、攞你命」，發起緊急會員大會
去商討接力罷工或者按章工作，繼續殘害因
上周罷工而未能完全運作正常的醫療系統。

「保衛香港運動」促請護協主席李國麟回頭是岸，
收回損害病人利益和背棄同袍的黑手，奉勸護協各會
員毋忘白衣天使這身份和天職，緊守自己工作崗位，
切勿與民為敵，抹黑香港護士的國際聲譽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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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有
醫護借新冠肺炎襲港搞政
治罷工，結果導致一名在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9A病
房留醫的長者，疑因醫護

人手不足失救死亡。對有護士組織醞釀再
搞工業行動，該宗慘劇的家屬表示，上一
次罷工已令其親人受害，不想再有同類事
件發生，懇請醫護人員三思，應以病人福
祉為依歸，不要以工業行動作為手段來達
到任何政治目的。
不幸離世的劉伯享年93歲，因其中一

隻腳趾的肌肉感染致細菌入骨，需進入威
院接受治療，並於上周五（7日）早上進
行切除手術，當日下午被送到9A病房休
息等待麻醉藥消退。惟兩個多小時後，劉
伯被發現倒臥床邊頭破血流，最終不治。
事件疑因當時護士罷工令人手嚴重不足，
沒人察覺他起床，以致他跌落床撼傷頭死

亡。
劉伯外甥曾先生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對醫護工業行動深感失望，
認為舅父的不幸明顯是因當時病房缺乏護
士，令當值護士的工作量大增，無法分身
照顧眾多患者，若不是有醫護罷工，病房
有足夠人手照顧病人，發生這次事故的機
會將大大降低。
對於香港護士協會醞釀再以工業行動

要挾政府，曾先生對此感到非常不滿和失
望，「上次罷工已令舅父受害失去性命，
也使我和家人難以釋懷，同類事件實在不
應再有機會發生。」他認為，醫護人員的
天職是照料病人，實在不應忘掉此初心。
他懇請欲罷工的醫護三思，不要輕言

以工業行動為手段達到任何政治目的，因
此舉只會增加緊守崗位同事的壓力，亦令
病人無法獲得適切照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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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救翁家屬懇請醫護勿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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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發帖文，叫大家搵下「香港保險仝人職
工會」副主席阿Sam喺邊間公司做，獲不少人
支持。 梁振英fb截圖

■「香港保險仝人職工會」第二日就澄清
話，啲威脅言論係「個別會員意見」，唔
係正式表決內容。 fb截圖

護協昨日在尖沙咀舉行特別會員大
會，表決是否發起新一輪工業行

動以及行動細節。在大會舉行期間，
由香港政研會成立的「醫護罷工苦主大
聯盟」約30名成員在場外抗議，手持
橫額高叫「反對罷工，追究黑護」等口
號，並一度與在場市民口角和發生碰
撞，需警員調停。
護協主席、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李國麟在會議後宣佈，會上投票通過
於明天（本周四）發起「保護你」行動，
呼籲會員嚴格遵從醫管局的感染控制
措施標準，領取所需防護裝備的數
量，若未能取得，可致電協會熱線舉
報，由協會向醫管局反映。
他解釋，有關標準訂明每名住院病
人每日應有最少兩個外科口罩，床尾
有一瓶裝滿的酒精搓手液；每名醫護
每日需獲發4個外科口罩及4套PPE
（個人防護裝備）。如在隔離病房照
顧確診病人，每名醫護則應有最少兩
個外科口罩，供上下班時使用，完成
每個護理程序後更換一次PPE、合面

型的N95口罩、眼罩、面罩及手套。
他並要求醫管局立即與協會開會，

交代所有裝備的存倉數量、何時到
貨、購買途徑及是否招標等，亦要解
釋人手調配機制、「生死籌」抽籤方
法及住宿安排。他拒絕估算參與行動
的人數，但表示會視乎情況決定行動
日數。
李國麟聲稱，協會至今「從未提出

發起罷工」，是次行動的目的只為作
「進一步警示」前線醫護人員的需要和
不足，但不排除會有「進一步行動」。

總工會：應一致抗疫
馮權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就認

為，現時大家應該一致對外，應對疫
情，而非在內部互相對抗。救急扶危
是醫護人員的天職，故醫護組織採取
的抗爭行動，也不應對醫院的運作造
成嚴重影響，從而延誤對病人的治
療，令他們的生命受威脅。
他期望護協的行動不會影響病人，

需保持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和操守。

■約30名「醫護罷工苦主大聯盟」成員昨日趁護協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期間，於會場外
抗議，反對前線醫護罷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衛香港運動」超過20名成員強烈抗議護協商
討接力罷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產建設商會昨發聲明指，鑑於零售
餐飲業當前困難境況，旗下會員將與租
戶探討各種紓緩經營壓力的辦法，包括
提供寬減租金等。公屋商場的大業主領
展也宣佈，成立8000萬元中小商戶同舟
計劃，提供針對性支援。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下，消費萎縮、百業蕭條，此時地
產建設商會表達減租意願，是對社會有
擔當的表現，希望盡快落實減租，讓
奄奄一息的租戶早日紓壓。業主租戶
是利益共同體，兩者唇亡齒寒，艱難
環境下，各路商家應更慷慨為旗下租戶
減免租金，政府亦要作出表率，加大減
租免租力度，與全港商戶、市民共度時
艱。

修例風波的負面影響未消，疫症的
衝擊令本港消費市道雪上加霜，本港
零售、餐飲業正步入「超級寒冬」。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調查顯示，自1月24
日起共10天的春節期間，大部分本港
零售商的平均生意額下跌達50%，春節
期間個別類別如珠寶鐘錶、化妝品及
服裝更大跌80%，協會會員預計2月至
3月的生意額仍會下跌40%至60%。收
入銳減，租金昂貴，連國際品牌企業
也捱不住。有國際奢侈品品牌在銅鑼
灣的旗艦店提前4個月結束營業。

租戶停業關門，業主亦損失慘重。
目前零售、飲食、娛樂等行業處於水
深火熱中，若業主再不減租，無異於
見死不救。一旦結業潮至，業主一樣
蒙受損失。正因如此，本港已有不少
業主看清形勢、主動減租，紛紛提供
租金寬減措施，願與租戶緊密溝通、

共度時艱。
需要指出的是，業主減租要快，減幅

要大，不要錯過救援租戶的時機，內地
的做法可供本港參考。華潤置地近日表
示，將對內地各商業項目免除16天的租
金，涉減租4億元人民幣，萬科、招商
蛇口則宣佈旗下商場2月份租金減半，
內地已有超過120商業物業業主宣佈將
對餐飲業減免春節假期租金；深圳國資
委更宣佈，擬免除企業租戶 2 個月租
金，合共減免租金9億元人民幣。

現時本港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中小
企、公屋街市租戶的經營壓力更沉
重，減租的需求更迫切。本港公屋街
市大業主領展昨日宣佈，成立 8000 萬
元中小商戶同舟計劃，同時因應個別
租戶的經營狀況，延續去年下半年向
租戶提供的針對性支援。領展去年中
期業績顯示，其本港物業收入35億，
佔全部物業收入 40 億的近 9 成。領展
在本港取得巨額利潤，如今經濟不
景 ， 不 少 租 戶 盼 領 展 能 「 同 步 過
冬」， 公屋商場租戶多是經營關乎基
層民生的小本生意，抗逆力較低，在
艱難時期，領展應有責任擔當，減租
應更慷慨，助租戶渡過難關。

特區政府去年 9 月與 12 月，已為旗
下物業提供租金減免，特首林鄭月娥
日前宣佈成立1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
同時呼籲業主同舟共濟協助商戶。政
府應以身作則，率先行動，在已有租
金減免政策上，因應現實情況，加大
減免租戶租金力度，引領商界和市民
互諒互讓、同舟共濟。

業主租戶同舟共濟度時艱
新冠肺炎繼續肆虐，本港有人排隊買口罩，很

多市民「一罩難求」，造成不必要的人心虛怯。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目前無計劃立法管制口
罩供應及價格，強調政府正兩條腿走路，一方面
全球搜購甚至搶購口罩，另一方面配合本地生
產，希望確保口罩供應。疫症威脅陰霾下，有商
家乘機發災難財坐地起價，多國政府都採取果斷
措施，管控口罩嚴打加價。在當前這個非常時
期，特區政府必須打破由市場調節的慣性思維，
將人人不可或缺的口罩視同「戰略物資」納入儲
備商品規管，從速立法打擊囤積抬價的無良商
人，確保口罩供應穩定，以免人心恐慌滋生民
怨，既不利防疫，也影響管治。

為防範病毒傳播、避免感染疫症，口罩成為每個
人不可或缺的防疫裝備，在驟然出現的龐大需求
下，口罩自然供不應求，包括本港在內，各地民眾
搶購口罩達瘋狂程度。為紓緩本港口罩不足、照顧
基層市民防護所需，本港不少良心企業主動承擔社
會責任，千方百計在全球範圍緊急購買口罩並運回
本港，除了支援醫護外，還以成本價出售，甚至免
費派發予弱勢社群。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無良商
人發災難財，囤積口罩、哄抬價格，以高出原價數
倍的價錢出售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利用疫情牟
取暴利的奸商行為，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擾亂市
場正常秩序，政府絕對不能袖手旁觀，否則在無良
商人任意妄為下，加劇市民搶購口罩的非理性情
緒，「肥了」無良商人，更進一步增添市民買口罩
難、買不到口罩的不滿。這種虛怯和怨氣如果不能
有效排解，最終還是會發洩到政府身上，認為是政
府不作為之過。

雖然，本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一向
堅持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思維，但如今防疫如
打仗，社會呈現非常時期的特徵，口罩等防疫必
需品明顯出現供求失衡，且蔓延至醫療體系，政

府也承認供應有困難。因此，政府的管治手段也
要因時制宜及時調整，對口罩等對公眾安全、社
會穩定有重大影響的必需品，理所當然應視同
「戰略物資」，加強管控，以必要的干預最大限
度調節理順供求。

按照《儲備商品條例》的附屬規例，食米被訂
為儲備商品，食米儲備量必須足夠維持本港居民
15日的食用量，供應商必須保留存貨記錄，令政
府可以隨時監察存貨量，並向公眾公佈。日前曾
一度出現大米搶購潮，多個供應商代表迅速舉行
記者會，澄清供應量未有受影響，風波很快平
息。有政界人士提出，政府應運用緊急法立法，
管制口罩等防疫必需品價格，禁止囤積或抬價。
這些有利穩定市場、安撫人心的建議，相信大多
數政黨、市民都認同和支持，政府應從善如流，
認真考慮仿傚食米儲備機制，將口罩等防疫必需
品納為短期儲備商品，傳遞政府有心有力保障供
應的強烈信號，消除市民搶購的焦慮。無搶購
潮，無良商家也就沒有抬價謀利的空間。

疫情向全球擴散，口罩供應緊張是世界普遍現
象，從內地省市到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各國各
地政府都採取相應措施，嚴打口罩囤積加價。韓
國政府已宣佈，加強打擊囤積口罩和消毒液的行
為，違者最高判處兩年有期徒刑或 5000 萬韓圜
（約33.4萬港元）罰款。內地有連鎖藥店將口罩
抬價4倍，被罰款300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本
港出售、派發口罩完全靠市場自理，特區政府至
今未作出有效監管，市民對此頗有微言。事實
上，即使一時三刻未有具體供應措施，政府也應
借鏡其他地方加強口罩管控的經驗，敦促海關等
執法部門多派人手巡查，以強而有力的措施，嚴
懲哄抬防疫必需品價格的行為，切實維護市民利
益，彰顯政府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提振管治威
信。

口罩是當前「戰略物資」 政府必須進行特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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