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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威脅下，本港有不
少團體和市民充分運用香
港的特殊優勢，用盡渾身
解數在全球採購口罩。對
此，政府更須保障口罩供
應穩定，穩定人心。
經過修例風波和黑暴衝擊，香港社會撕裂

加劇，特區政府應更加接地氣和貼近民生，
真誠為市民提供服務，這樣才能重拾市民
對政府的信任，讓香港盡快重返正軌。

在疫情侵襲下，一個口罩意味着對市民
的保護，對市民正常生活、工作具有正面
心理作用。政府應盡最大努力，確保口罩
等防護必需品正常供應。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一如既往支持
香港，當特首林鄭月娥致函國務院請求對
港增援口罩後，港澳辦迅速協調內地供港
1,700萬個口罩。相信在中央支持和港人
努力下，香港的口罩供應一定會很快回復
正常，市民可正常採購口罩。

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為「一國兩制」在港
全面貫徹實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作出巨大貢獻，具有非常大的政治能量。
特區政府應該用好這支力量，更好地服務
市民。

相信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共同努力，
政府施政一定能事半功倍。「就是敢言」作
為一個有擔當的青年評論員組織，成員以青
年人為主，自疫情發生以來，組織不僅在媒
體積極發聲，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基層、關
注民生，成員更身體力行，採購一批口罩
贈送給觀塘區一些65歲以上的長者。
疫情當前，港人需要發揚同舟共濟的獅

子山精神，以小善影響大善，齊心抗疫。

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不斷增加，現時仍
未有藥物有效醫治，若有人不幸感染病
毒，自身需要被隔離醫治之外，與其有親
密接觸者一概要接受隔離而失去自由，因
此擔心被感染的恐懼迅速在社會中蔓延，
人人都變成驚弓之鳥。與此同時，基本防
護衛生用品如口罩、消毒水和酒精等物
資，因供應短缺而出現「盲搶」現象，令
到坊間五花八門的謠言蜚語隨之而來，搞
到市民人心惶惶，終日擔心會「中招」。
而歷史告訴我們，若謠言不及時澄情梳
理，對整個社會的傷害比病毒更甚更大。
在這個謠言滿天飛的時候，能及早澄

清不實傳聞可對本港社會減少不必要的傷
害，所以除了政府部門要主動出面澄清不
實傳聞，傳媒機構亦有責任去尋找真相，
將事實告訴公眾。可是有些傳媒卻沒有認
真求證，反而偏聽一家之言，對被投訴者
的聲譽造成壞影響，如2月4日晚無綫節
目《東張西望》接獲投訴指控某間藥房賣
黑心口罩，但是節目製作組卻沒有「放
蛇」查證是否屬實，就引用投訴者的指控
認定藥房是黑店，做法極不負責任。近來
出現的搶廁紙，搶大米，甚至搶衛生巾現
象，傳媒沒有幫手去澄清，消除市民的不
安和疑慮，反而是大肆報道市民搶購的情
況，這種傳媒生態令人匪夷所思。
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人手一機，

誰都可以做記者，但是有相未必有真相，
需要本港各傳媒機構幫手澄清，而不是無
視傳媒操守和責任人云亦云，跟風造謠。
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應挑起協助
政府澄清謠言之重任，主動對各種不實傳
聞作出反擊，讓市民不受恐懼的威脅，這
才是作為公營傳播機構應有的使命。

港澳工作一體化領導 彰顯中央重視港澳工作
國務院昨日公佈一系列人事調整，港澳系統正式確立「一副

國，三正部」的高規格配備，港澳辦作為小組辦公室的職能，

將由協調變領導，職能實體化。「三辦」實現一體化領導，有

利於前後方協同，提高效率。港澳辦人事和工作的調整體現中

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也是對實踐「一國兩制」作出主動

改革。在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優化和港澳辦升格一體化領導的背

景下，香港堅守「一國」之本，發揮「兩制」優勢，定能在背

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更大格局中再創輝煌。

余國春 全國政協常委

國務院昨日公佈一系列人事調整，任命全國政協
副主席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
曉明改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正部長
級）。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
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人事調整透露三點訊息
此次人事調整符合外界預期，基本基調是中央港

澳工作體制頂層設計的重大調整，透露三點訊息：
第一，反映出中央對港澳工作更加重視。值得注

意的是，現在港澳辦領導層由一副國級（夏寶
龍）、三正部級（駱惠寧、傅自應、張曉明）組
成，可見中央要全面提升港澳系統重要性。
第二，經過今次調整後，港澳辦作為小組辦公室

的職能，將由協調變領導，職能實體化。
第三，理順機制，由於港澳辦主任、香港中

聯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都屬正部級，故一直
以來「三辦」理論上沒有清晰從屬關係，而現在
由屬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夏寶龍領導港澳辦，香港
中聯辦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三辦」實現一體化領導，有利於前後方協同，
提高效率。

反映中央對港澳治理的調整
夏寶龍主政港澳辦，需要與之前駱惠寧執掌中聯

辦綜合觀察。二人雖非港澳系統或外交系統出身，
但有着多年主政一方的經驗，夏寶龍執政過中國經
濟大省浙江，駱惠寧在山西應對過重大腐敗事件。
夏寶龍對港澳並不陌生，其於浙江任職時，曾在
2010年率訪問團到新界，他是除了港澳系統官員
外，到過新界村公所、鄉事會、鄉議局視察的內地
省部級官員。

相較於以往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二人政治
經驗更豐富、歷經更多考驗和錘煉，更擅長從整體
大局來處理香港問題。這也是中央對負責港澳事務
官員選拔標準的調整。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

兼任港澳辦副主任，屬回歸以來首次。兩個中聯辦
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好處是加強整合，駱惠
寧、傅自應、張曉明三人同為港澳辦副主任，可提
升工作協調能力及效率。

香港應主動配合推進發展
此次不是簡單的人事調整，背後是中央港澳工作體

制重大調整，是中央對於過去半年多修例風波引發的
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作出反思的結果。
昨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聲明，歡迎夏寶龍

兼任港澳辦主任，認為體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

務。聲明說，港澳辦是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政府機
構，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林鄭月娥深信在夏寶龍
領導下，港澳辦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全面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推進香港各方面發展，確
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

必須長期堅持的十三條顯著優勢之一，港澳辦人
事和工作的調整，體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
視，同時，也是對實踐「一國兩制」制度作出的
主動改革。在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優化和港澳辦升
格一體化領導的背景下，香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實行管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同
時應主動配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堅守「一國」之
本，發揮「兩制」優勢，因為只有這樣，香港才
能夠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更大格局中再創輝
煌。

「醫管局員工陣線」的罷工雖然失敗了，但是罷工
令公立醫院的服務大受影響。不幸地，有一位91歲
的病人日前在威院因跌落床失救而去世。罷工確實累
死人，政府必須嚴肅追責，還社會和病人一個公道。

根據《基本法》第27條的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
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
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罷工不合理不合法
但是，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不是絕對的。根據第383

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1）條的規定，如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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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

（2）條的規定，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
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
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
種權利之行使。

為了防疫抗疫，1月7日，衛生署署長引用第599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15條的權力，修訂這
條法例的附表1「表列傳染病」，把「嚴重新型傳染
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刊憲加入為附表1內的第

34AAA項，即表明香港已經進入緊急狀態，需要加強
維護公共衛生。故此，醫護人員的罷工便受到「合理
的限制」。
「醫管局員工陣線」成立的目的是「致力於政治問

題、HA內部問題、醫療系統問題主動發聲，幫助同
業抵抗白色恐怖，爭取應有權益。」明顯地該組織政
治掛帥，並非維護員工權益的正常工會。
今次罷工是政治凌駕公眾安全和衛生，罷工搞手向

特區政府施壓，要求「全面封關」，與醫護人員的工
作環境、服務條件和利益無關，完全不合情、不合
理、不合法！
此外，根據第57章 《僱傭條例》第21B(b）條的

規定，凡為職工會會員或職員，享有在適當時間參加
該職工會活動的權利。「適當時間」，就僱員參加職
工會任何活動而言，指：(a)其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
或(b)其工作時間以內的時間，而按照與其僱主或任何
代表其僱主的人所議定的安排，或得到其僱主或任何
代表其僱主的人給予的同意，容許在該時間內參加該
等活動。

醫管局有權終止合約
為了維持公共醫療服務，醫管局根本不同意今次罷

工，更不批准醫護人員在上班時間參與罷工。換句話

說，今次沒有上班、參加罷工的醫護
人員，可以被視為「曠工」 和「非法
罷工」。根據《僱傭條例》第9條的規定，參與罷工
者可能觸犯（i)故意不服從合法而又合理的命令；(ii)
行為不當，與正當及忠誠履行職責的原則不相符；
(iii)犯有欺詐或不忠實行為；或 （iv)慣常疏忽職責。
故此，醫管局有權無須給予通知而終止合約。
罷工利用疫情，騎劫公立醫療體系服務，損害廣大

巿民的利益，卑鄙無恥，人神共憤。有市民在罷工期
間失救身亡，罷工搞手、參與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政府、醫管局必須徹查事件，追究責任，特別是
要對那些別有用心的罷工搞手，採取紀律處分，作出
革職、釘牌等合理懲罰。受到罷工影響的病人和家
屬，可以考慮循民事訴訟向罷工搞手和參加者提出民
事索償，討回必要賠償。

「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雖已收場，但護士協會重
施故伎，疑似接力搞「工業行動」。在防疫關鍵時
刻，給防疫添煩添亂，這些醫護忘掉了「南丁格爾的
宣言」，背棄「忠貞職守、為病者謀福利」 的天
職，，破壞「白衣天使」的聲譽。希望護協回心轉
意，臨崖勒馬，以市民的福祉為重，同心同德一起抗
疫，若一意孤行堅持「工業行動」，那要承擔一切後
果，背負罵名。

醫護罷工累死人 必須追究搞手責任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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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
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
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秘書長

彭長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公營廣播
關注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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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建制陣營及反對派在真心為
民的表現上高下立見。
行政會議成員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提

出，政府應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規管口罩供
應和價格，以杜絕處心積慮的人囤積居奇，將口罩抬
至天價；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的林健鋒，
更身體力行在本港物色地方生產口罩，目標在3個星
期內設生產線日產10萬個口罩，急民之所急。
但另一邊，反對派的新紮區議員唯恐天下不亂，慫

恿各區市民反對政府徵用社區設施作檢疫中心，明目

張膽盲撐醫護罷工，所作所為一無是處。遺憾的是，
一些被誤導的市民，不識區分哪些人真心救港、哪些
人害港。疫情還未出現大規模社區爆發便陣腳自亂，
香港有再厚家底也遲早敗盡。
抗疫如「無硝煙的戰爭」，無論是堅守崗位、照

顧病人的醫護人員，還是廢寢忘食分析病毒特性、
追蹤感染途徑的專家，無不都是跟時間競賽，竭盡
所能搶救受感染的病人，為防疫多出一分力。

政府推出一連串防疫措施，包括徵用地方作檢疫中
心、落實強制14天家居隔離措施等，儘管未必稱得上

是十全十美，但切實執行這些防疫措施，始終比不斷
政治化干擾更能有效防止病毒蔓延，減輕病毒社區擴
散的風險。
市民應積極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為抗疫爭取時間，

而非把心神浪費在應付反對派各種謬論和歪理上。
2003年沙士奪去299條港人性命，令香港受重傷。

反對派如今再拖政府防疫後腿，煽動市民跟政府對着
幹，為政治盤算，罔顧700萬港人的安全和利益。市
民一定要擦亮眼睛，拒絕反智的人云亦云，香港才能
在這場抗疫戰取得最後勝利。

反對派拖防疫後腿罔顧人命
畢平鳴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是個態度強硬、個性鮮明的
人。他自2016年6月上任以來，在內政外交的諸多問
題上獨樹一幟，多次敢於同聯合國及美國等大國叫
板，且經常語出驚人。這次，杜特爾特又同美國叫上
了板。

2月11日，菲律賓方面正式照會美國：菲政府決定
終止1998年與美國簽署的《訪問部隊協定》；除非
雙方談判同意繼續保留，否則該協議將在180天後正
式失效。
昨日，菲律賓國防部表示，當菲美軍隊訪問協定失

效後，將停止與美國舉行聯合軍演。
美國一向視太平洋地區為其重要全球戰略要地，而

菲律賓處在美國太平洋戰略要地的核心，美國因而對
菲律賓格外重視，美菲之間保持了60來年的特殊緊
密關係。菲美關係被認為「堅不可摧」，甚至比美國
與日本、韓國的戰略聯盟關係還要深厚。

美需借菲戰略地位推進印太戰略
早在二戰時期，美國海空軍就與菲律賓有特殊關係。

1951年，美菲兩國正式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
2002年簽訂了相互後勤支援協議，2014年簽署了《加
強防務合作協議》。而雙方在1998年簽署的《訪問部
隊協定》，雖非美菲兩國之間的主要戰略合作協議，但
涵蓋了很多具體內容。該協議不僅規定了美方軍人、
軍事相關人員以及軍事裝備進入菲律賓的條件、活動
範圍以及可獲得的便利，還包括雙方舉行聯合軍事演
習的諸多具體安排。離開了美方人員特別是美國軍事
人員「訪問」菲律賓的各種具體權限，美國在亞太地
區也就失去了菲律賓這個大跳板和戰略據點。

今年美菲盟約下就有300多個軍事交流活動，如果
該協議終止，美菲之間所有的接觸，所有的航行自由
行動，所有的演習，所有的聯合訓練，以及美國軍人
在港口、地面、空中的活動，都不得不停止。在當前
美國力推印太戰略的大背景下，美國亟需借助該協
議，利用菲律賓的特殊戰略地位，來進行操控和推
進。對此，菲律賓看得很清楚，美方更知道終止該協
議的要害。
杜特爾特曾長期擔任菲律賓東南部達沃市的市長，

達沃市長期來社會治安混亂，毒品氾濫，槍殺、綁
架、走私案件接連不斷，杜特爾特嚴厲整肅，使該市
的社會治安狀況大有改善，杜特爾特因此多次連任，
並在達沃市市長的位置上成功競選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上任後迅速發起聲勢浩大的「禁毒戰

爭」，據報道有2,500多名毒品犯罪嫌疑人被處以極
刑。美國批評杜特爾特的掃毒行動過火，侵犯了人
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對杜特爾特的掃毒行
動有詬病，引起杜特爾特的公開怒罵。

美菲雙方都在博弈結果難料
杜特爾特執政3年多來，美菲關係逐漸冷淡，雙方齟

齬不斷。此次杜特爾特與美國公開叫板，導火索是美國
在今年1月，以「踐踏人權」為由，取消了菲律賓參議
員羅薩的美國簽證，而羅薩被認為是杜特爾特最忠實的
盟友和鐵桿助手，在擔任菲律賓國家警察局長期間，曾
全力貫徹和執行杜特爾特政府打擊毒品犯罪的政策。
但真實或者說根本的原因恐怕不是這個。美國在國

際上尤其是在所謂的人權等問題上，從來都是雙重標
準，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的，美國往往視而不見，或者

輕描淡寫，大事化小，並不動真格。美國以侵犯人權
為由批評杜特爾特的掃毒行動擴大化和過度化，主要
原因在於杜特爾特上任以來自有主張，不願盲目追隨
美國，引起美國的嚴重不滿。
杜特爾特個性鮮明，民族獨立意識很強，注重改善本

國經濟和民生，或者說注重為菲律賓謀取實際利益。這
些年來，美國雖然也給菲律賓提供了大量援助，據菲外
長洛欽透露，僅在2016年至2019年間就向菲律賓提
供了5.5億美元的安全援助。但這些援助大多用在了
美國要求的軍事安全方面，落實到菲律賓經濟民生領
域的不多，菲律賓百姓不滿，杜特爾特執政維艱。
對於美國極力推行並不斷加碼的亞太戰略及後來

的印太戰略，杜特爾特心知肚明。但他從菲律賓本
國實際利益和其執政需要出發，不願在美國與其他
大國的亞太和印太地區戰略競爭與南海爭端中選邊
站隊，更不希望美國利用菲律賓的特殊戰略地位，
在此搞對抗，惹是非。而美國則企圖利用人權等問
題對杜特爾特政府施壓，促其轉變對美態度，取消
菲律賓親杜特爾特的參議員羅薩的美國簽證，實際
就是敲山震虎，但美國弄巧成拙，反而導致杜特爾
特公開翻臉。
目前，美菲雙方都在博弈，也許不過虛驚一場，也

許徹底攤牌。杜特爾特有其極強硬的一面，也有機動
靈活的一面。美國知道杜特爾特在想什麼，要什麼，
必定會在多個層面竭力動作，促使其轉變態度。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畢竟美國在菲律賓苦心經營了

60來年，菲律賓從政界、軍界到商界、民間，親美勢
力不可小覷。杜特爾特走出這一步，既掌握了主動，
亦不無壓力。

杜特爾特為何敢向美國叫板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