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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載確診新冠肺炎港人的郵

輪「鑽石公主號」繼續停泊在日

本橫濱，包括超過300名港人在

內的3,700名乘客已經隔離超過9

天。昨日，船上新增44宗確診個

案，累計感染人數達218人，其

中10名為港人。有滯留船上的港

人感到擔心，希望特區政府盡快

包機接載他們離開。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鄭泳舜昨日與外交部駐港

副特派員宋如安會面，反映了船

上港人的關注和回港需求。據引

述，宋如安表示高度重視事件，

急港人所急，感同身受，一直與

駐日大使館密切合作，若特區政

府安排包機接回港人，並要求外

交部幫助，外交部一定會全力協

助。

「公主號」港人盼包機接返
鄭泳舜引述外交部駐港公署：若特區有安排必全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湖北省
的超過2,000名港人仍未能返港。經民聯主
席盧偉國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派出包機，盡快
接載滯留當地的港人回港，並強烈要求特區
政府做好有關港人的健康監察、妥善安排隔
離及檢疫設施及分階段接載滯留港人等三方
面工作，以保障香港市民的衛生安全。

建議接載前做好3招防疫
盧偉國指出，由於從湖北回港的港人有較
高健康風險，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
健康檢查、隔離及檢疫等安排，並要求特區
政府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確保包機及香港社
會的衛生安全：
一、特區政府必須為滯留湖北的港人做
好上機前的嚴格健康監察和檢疫，並為所有
乘客及機組人員提供足夠的衛生防護裝備，
避免造成機上交叉感染；
二、特區政府必須在他們回港後實施14

天強制隔離，並準備更多與民居有距離的檢
疫設施，建議徵用郵輪，或考慮人流已很少
的迪士尼樂園酒店作檢疫人士居所；
三、由於滯留湖北港人人數眾多，建議
政府可分階段接載他們回港，首階段可優先
安排長者，或有兒童的家庭人等先行離開湖
北，讓他們有序回港。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則透露，有黨內成員與相熟的航
空公司聯絡後，初步得悉有公司願意派包
機到湖北，接載滯留港人回港，並建議特
區政府考慮分階段接送。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補

充，目前滯留湖北的港人分散在湖北省內超
過30個城鎮，不過，省內的公共交通仍未
恢復，特區政府應透過香港駐武漢經貿辦事
處 ，盡快安排交通工具，並提供足夠保護
設備，安排他們到達集合點，再乘坐包機返
港。

經民聯促速派包機接滯鄂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 被至少5個國家或地區
拒絕靠岸、載有27名港人的郵輪「威士
特丹號」，在海上「漂流」兩周後，終
獲柬埔寨准許入境，昨日停靠西哈努克
港，全體乘客及船員最快今天可以下船
並轉乘包機回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
得的信息，郵輪上沒有疑似或確診新冠
肺炎病例。
載有1,455名乘客和802名船員的「威士

特丹號」，上月16日從新加坡啟航，停靠
東南亞多個港口後抵達香港，在搭載新
一批乘客後，本月1日從香港出發，但因
擔心船上有人感染病毒，日本、台灣、
關島、菲律賓及泰國均先後拒絕郵輪靠
岸。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日宣佈，柬埔寨同

意讓「威士特丹號」停靠，並讚揚柬埔寨的
做法，「我們一直呼籲國際團結，這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郵輪所屬的荷美航運
稱，船上乘客在過去兩周定
期進行健康檢查。船長史密
斯在致乘客的信中稱，郵輪
靠岸後，預計大多數乘客將
可下船，最快今日起從柬埔
寨首都金邊搭乘包機回家，
「我們很高興終於有最終方
案。」
船上乘客均鬆一口氣，

美國遊客瓊斯表示，「我們
曾多次滿懷希望，以為終可
回家，結果一再落空，今早
看到陸地，感到難以置信，
想着『這是真的嗎？』」
柬埔寨衛生大臣曼本亨、旅遊大臣童

坤、西哈努克省長及當地民眾，昨日到
港口迎接郵輪。柬埔寨當局表示，醫生
已為乘客檢查，船上約有20人不適，但

未有新冠肺炎徵狀，樣本將進行病毒檢
測。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准許郵輪靠

岸，旨在遏止目前在全球各地蔓延的恐
懼。

停柬郵輪零病例 最快今日下船

■停泊在柬埔寨的「威士特丹號」郵輪，沒有疑似或確診
新冠肺炎病例，乘客及船員最快可於今天下船。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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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
燁）有在「鑽石公主號」上的
港人表示，不太清楚其餘船上
港人的身體狀況，包括有否確
診等，在得悉共有10人確診
也感到擔心。另一名船上港人
馬先生則指出，據了解，很多
港人均希望特區政府可盡快包
機送他們離開，但相信並不容
易，他反而關心下周三完成隔
離後如何返港的問題。
身處香港的港人黃先生昨日

致電一個電視台節目時表示，
前天收到消息其身處「鑽石公
主號」的母親確診，曾等待
24小時仍未有人送她到醫院
治療，更與其父親在內艙的同
一間房內。在得知消息後，他
即時致電香港特區政府入境
處，但入境處當時尚未收到確
診消息，未能提供進一步協
助，令他十分擔心。

他續說，母親發現自己低燒時已即時
聯絡船上職員，但等了大半天都無人替
她化驗，而父親的化驗結果要四五天才
有，並批評日本政府的工作並非如外界
想像中好，「如今已經十分擔心，到一
旦他們下了船，由於手機沒有漫遊數
據，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據了解，香港特區入境處其後收到黃

母的確診消息後，已與黃先生聯絡，並
提供可行的協助，包括可從香港轉交物
品到父母手上，在當地的入境處職員亦
可協助替他們購買所需物品。

日本厚生勞動省昨日公佈，「鑽石公主
號」郵輪新一批221人的檢測結果，

其中44人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包
括一名43名乘客和1名船員，其中29名為
日本人，令船上累計病例增至218宗。

無染疫長者「無窗客」可上岸隔離
根據安排，船上超過3,600人須隔離至下

周三。由於船內乘客大部分年紀較大，此
外許多乘客反映船艙較封閉，空氣流通性
差，隔離以來幾乎沒有更換床單和清掃房
間，衛生條件差等問題，擔心交叉感染。
厚生勞動省昨日決定，船上80歲以上、
長期患病或房間沒有窗戶的乘客，如病毒
測試呈陰性，可提早下船並轉移至政府指
定設施繼續隔離，符合條件者最快可今天
離船。
香港特區保安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根據

船公司提供的資料，船上約有260名港人，
其中10人確診，目前正在當地醫院接受治
療。香港特區入境處和經貿辦正與有關單
位聯繫，了解其餘船上港人在本月19日隔
離完結後的去向，以協助安排。
鄭泳舜昨日就「鑽石公主號」約見外交

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他在會後表示，
「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希望能早日離開
郵輪，在陸上隔離，亦希望加強藥物、翻
譯和情緒等方面的支援，並關注14天的隔
離期會否延長，若2月 19日如期結束隔
離，港人將如何回港，以及回港後的隔離
安排等。
他引述宋如安回應說，外交部駐港公署

對事件高度重視，他們急港人所急，感同
身受，一直推動日本政府盡快讓乘客離開
郵輪進行檢疫，要求日方全力維護中國公
民的合法權益。外交部亦會與特區政府緊

密合作和溝通，會將船上港人的關注向外
交部報告，並通報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據引述，宋如安續說，外交部過去一段
時間都努力協助「鑽石公主號」的港人，
包括探訪確診港人，與船上港人保持聯
絡、安排必需藥品配送等，中國駐日大使
館早前亦向船上港人致慰問信。

倡特首增人手赴日助港客
在民建聯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

期間，鄭泳舜亦特別提出建議，希望特區
政府增派人手到日本，包括入境處、衛生
署人員等，全力支援船上港人。因應船上
港人均希望能包機返港，盼特區政府能夠
及早公佈返港及隔離安排，確保公眾安
全。
他引述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關

心事件，正諮詢專家的意見。

▲鄭泳舜（左）向宋如安遞交信件，
希望公署能全力支援船上港人。

受訪者供圖

▶民建聯向特首林鄭月娥表達對在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港人的關
注。 受訪者供圖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宣佈，全
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再度延長停課，
不早於3月16日復課。疫情未退，
延長停課確保師生安全，務實合
理，但同時也要做好停課不停學，
學校要對停課期間的教學作出具體
指引，對教師做好網上授課培訓，
鼓勵老師發揮創意因材施教，幫助
學生保持學習、早作備考準備，勿
讓疫情耽誤學習、前程。

疫情持續下，「停課不停學」成
為近期話題，內地網上授課一時大
行其道，本港亦有學校同軟件公司
合作，為小四至小六學生進行網上
課堂直播，每日網上學習 3 小時，
學生出席率約七成。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亦鼓勵學校透過有系統的電子
學習計劃，達到「停課不停學」的
目標。

但網上授課、電子學習，對本港
一些學校仍是新鮮事物，短時間內
難以大範圍推行。為免學生在疫情
期間學業荒廢，各方應共同努力，
做好「停課不停學」安排。

一是學校應制定指導學生停課期
間學習的教學安排，有條件的學校
可盡快培訓教師進行網上授課的技
能，制定學習進度，透過網絡向學
生進行互動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

二是教育局要集合電子學習資

源，向老師、學生、家長進行廣泛
宣傳，設立支援平台解答各類問
題。過去 20 多年，教育局已投放
140億元推行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
略」，目前每年用於資訊科技教育
的經常開支亦達 7 億元，本港推行
電子學習已有一定基礎，如「運用
電子學習平台及翻轉教室策略支援
學生在家持續學習」專頁上載了30
多段短片，香港教育城「停課不停
學多元資源助學生持續學習」專頁
提供豐富電子學習資源，「教育局
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專頁提供
有全方位學習材料，許多出版社亦
主動為學生提供各類網上資源等。
對這些資源，教育局要做好優化、
推介工作，撥備人手做好解答支援
工作。

目前受停課影響最大的，一是缺
乏資源的基層家庭，或父母需上班
無暇顧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二是
面臨考試的應屆考生。政府要針對
這些受停課影響家庭、人群的實際
困難，集合社會力量，提供適切支
援和幫助。教育局需因應疫情變
化，合理調整各類公開考試的時間
安排，以安定學子情緒，及早部署
備考。另外教育局亦需藉機檢討本
港普及網上教學之不足，盡快提升
網上教學能力。

停課不停學 做好培訓支援
修例風波黑暴肆虐剛稍為平息，新冠肺炎疫情又來

襲，本港經濟雪上加霜，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經
營困難，要求員工「共渡時艱」，近日部分企業更開
始減薪、放無薪假甚至裁員。僱員是企業最重要資
產，艱難時刻，作為抗逆力較強的大企業切勿裁員自
保，而應從長計議，承擔責任，穩定人心。政府更應
「快準狠」推出有力紓困措施，助受嚴重影響的市民
緩解燃眉之急，重振管治威信。

修例風波已經令本港旅遊、零售、飲食等服務業受
到前所未見的衝擊，如今面對來勢洶洶、未知何時完
結的疫情衝擊，本港經濟跌入「嚴冬」，以中小企為
主的前線服務業，不少已經撐不住，無奈結業關門，
有數間零售連鎖店已將港澳數十分店暫時停業。即使
堅持運作的中小企乃至大企業，不少都要求員工放無
薪假或減薪，有酒店、航空公司開始或計劃裁員。

受制疫情肆虐的大環境，中小企為節流或避免倒閉
而無奈減薪裁員，情有可原；而擁有市場優勢、具有
廣泛影響力的大企業，在經濟不景之時如果大幅減薪
裁員，並非社會所樂見。本港大企業通常經營業務多
元化，經濟好景時獲利豐厚，有充足財政儲備抵禦經
濟逆境，等到經濟好景時可以迅速復元。因此，越是
困難之時，大企業越要承擔責任，回饋社會、照顧員
工，做良心企業。

目前，不少大企業、大業主願意大幅減租，紓緩租
戶壓力。因為大業主深明，業主租戶是利益共同體，
必須同舟共濟。同理，企業和僱員更是命運共同體，
僱員盡心盡力為企業拓展業務、創造利潤，不斷提升
企業競爭力；如今經濟風暴降臨，大企業有能力，好
應該為僱員提供庇護，為僱員遮風擋雨。僱員安然渡
過難關，對企業的歸屬感、向心力會更強，疫情過
去，經濟復甦，僱員肯定更投入為企業服務，令企業

發展更上層樓。大企業放眼長遠，保住僱員飯碗，無
疑是增強企業凝聚力、生產力的明智之舉。

企業不裁員，承擔社會責任，政府更責無旁貸設法
為企業紓困，例如可向不裁員的良心企業給予必要補
助、退稅；至於「被裁員」的基層勞工，手停口停，收
入大減，只能「食穀種」，生活百上加斤，政府更應盡
快推出適切的救急援助，以有效到位的撑企業、保就
業措施，減輕經濟風暴對本港社會的衝擊和痛苦。

疫情蔓延同樣對內地經濟造成巨大影響，諸多中小
企業面臨生存壓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強調，要高度
關注就業問題，防止大規模裁員，鼓勵地方政府運用
失業保險基金結餘等資金，加大援企穩崗力度，支持
地方實施緩繳或返還部分社保費等政策。廣東省已發
出超過10份文件，涉及企業租金減免、社保稅費延遲
繳納，鼓勵企業不裁員等，幾乎涵蓋中小微企業各個
環節的風險，受疫情直接衝擊的餐飲、商貿、交通
業，更成為受惠政策的重點對象。

內地撐企業、保就業的做法，值得特區政府借鏡。
政府已宣佈成立1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正在制訂新一份預算案，不同政黨、社會人
士都積極向政府建言，要求政府善用抗疫基金，推出
系列紓困措施，呼籲政府帶頭大幅寬減費用，免市民
及中小企水電費，減輕生活、經營壓力，以及給予中
小企過渡性貸款抗衰退、救經濟。經濟形勢嚴峻，裁
員、失業潮或難以避免，社會要求派錢救民的呼籲更
日益高漲。

對於社會紓困救急的訴求，政府必須認真考慮、迅
速回應，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應使則使，推出有針
對性的支援措施，助中小企和市民渡過危機，令市民
感受到政府同心抗疫的心意，同時相信政府有能力帶
領香港早日走出低谷、重建繁榮和諧。

企業政府盡責紓困 幫助市民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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