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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社會仍未走出反修例風波陰霾，又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嚴重衝擊本港經
濟民生。突如其來的疫情對於自去年中開
始下行的香港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餐
飲、零售、旅遊等行業首當其衝，市民經
濟負擔也日漸加重。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
佈對多個行業提供支援，又向低收入家庭和學生發放津
貼，總金額達250億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率包括筆者等多位黨友，早前與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會面，要求政府在今年1月初提出合共88
項建議的基礎上，再推出十項額外抗疫紓困建議，包括向
全港市民派發一萬元抗疫津貼；設扣稅額鼓勵業主寬減商
舖租金；為旅遊、飲食等重災行業僱主代供強積金；延長
代繳電費多6個月等。
陳茂波曾經表示，社會對派錢意見分歧：「如果派得少

可能大家會嬲，如果是一些針對性、一些現金派發，有些
市民沒有，或者行政措施方面比較繁雜，市民亦都未必喜
歡。」但隨疫情不斷惡化，市民要面對失業及放無薪
假，又需花費買抗疫用品及搶購日用品，為紓緩市民日漸
增加的生活壓力，社會對派錢意見分歧減少，向全港市民
派發一萬元抗疫津貼，是把錢花在刀刃上，可以讓市民購
買抗疫物資，以協助市民渡過收入減少的難關。

特事特辦助市民渡過難關
政府應協助市民渡過艱難時期，做到特事特辦，在公佈

預算案後，盡快向合資格市民派發錢，長遠亦可藉此建立
系統，在將來有需要時再透過系統向市民派發津貼。政府
前一年宣佈對有需要人士派發4,000元，結果由於手續繁
複令申請者遲遲未收到錢，引來公眾質疑，今次應本着
「人人有、盡快、簡單及到位」四大原則，而且力度亦要
夠「大」，否則無助解決市民燃眉之急。
在保企業保就業方面，租金是工商企業最大經營成本，

民建聯建議對旅遊、飲食、零售、戲院娛樂等受反修例風
波及疫情雙重打擊重災行業，設鼓勵業主寬減商舖租金的
扣稅額，並建議政府延長政府商舖減租期，推動港鐵寬減
商舖租金。民建聯亦建議，容許重災行業僱主暫緩繳交暫
繳利得稅；加大寬免飲食業工商業水費及排污費；進一步
延長代繳電費；延長運輸及貨運業燃料補貼；提高「中小
企融資擔保計劃」的擔保比率至百分之百等。
為減輕中小企在中美貿易戰及反修例風波影響下的融資

成本，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
信貸擔保提高至100%，最多可申請600萬元，分5年歸
還，並容許申請者最多12個月先還息不還本。
回顧過往，政府和市民每次在災難面前都是同舟共濟，

眾志成城，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今次面對疫情，政府
要做的，就是要用愛和鼓勵的實際行動去關懷和幫助受到
疫情侵襲的市民，派錢扣稅幫助市民渡過抗疫難關，是政
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肆虐內地各個城市的疫症被正名為新冠肺炎，各省市都採
取抗疫緊急措施，以避免疫症蔓延。猶幸截至2月上旬，全
國治癒出院人數已逾2,600宗，這是對防控疫情的一絲曙
光，各界仍不能鬆懈，繼續在各自崗位為疫情防控而努力。

面對疫情嚴峻，香港社會更應放下成見，擁抱理性，共
渡難關。相比2003年的沙士，新冠肺炎的傳播性似乎更
快，市民更不能輕心，須提高防疫意識，提高警惕，出門
除了要正確使用口罩，更要勤洗手，減少聯誼活動和聚
餐，如感到不適須盡快求醫，如從內地抵港更要遵照特區
政府指引進行14天的自我隔離，務求自己安心、家人放
心、鄰里更不用擔心，減少社區集體感染的風險。
現時，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和統籌下，傾全國之力和投

入資源應對這場疫症，當中19個省(含直轄市)已安排對口
馳援湖北省16個地級市。一方有難，八方來援，患難與
共，體現國家應對疫症的團結和高效。此外，我們須堅定
信心，以官方權威訊息發佈作準，保持理性，相信科學抗
疫，信賴國家的醫療和研究團隊，支持防控疫情工作。

防控抗疫工作不應有黃藍之分，更沒有政見之別，現在
更需要各持份者拋開成見，以大局為重，現在更是攜手協
力的非常時期，香港是我們的家，同心抗疫是全城的共同
目標，期待我們迎來打贏疫症、除下口罩的一天。

港澳工作一體化高效化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央對國務院港澳辦的人事架構作出重大調整，受到香

港各界高度關注。新安排體現了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高度重

視，更是在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下，香港局勢日趨複雜，

中央從「全國一盤棋」的戰略高度和大局，完成港澳工作

一體化、高效化，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

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更有力到位地維護國家安全和

利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選擇和要求。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此次中央對港澳辦領導架構作出重大調整，有分
析指出，傳達了三點訊息：
第一，中央更加重視港澳工作，要提高港澳工作

在決策層的位置，所以要把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和小組辦公室的協調職能，變成領導職能，提升層
次，加大領導能力。

第二，港澳辦作為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實體
化，把其職能升格，所以要由國家領導人兼任港澳
辦主任。

第三，港澳辦和兩個中聯辦，前後三家，過去是
同級單位，將來實現一體化領導，統合在港澳辦之
內，有利於前後方協同運作。

體現中央高度重視
林鄭月娥發表聲明表示，有關安排體現了中央政

府重視港澳事務。她在聲明中表示，歡迎夏寶龍副
主席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國務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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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夏寶龍副主席兼任港澳辦主任體現了中
央政府重視港澳事務。」
此次安排由國家領導人級的官員出任港澳辦主

任，香港和澳門的中聯辦主任都兼任港澳辦副主
任，體現港澳工作一體化領導，理順過去不協調、
職能不清楚的地方，整合港澳工作的力量，令港澳
工作系統更團結、更高效、更準確地貫徹中央對港
澳政策。
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將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確定為堅持
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黨全國重大戰略任務
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嚴
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絕不

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
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並再次強調健全中央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
制度。

更有效駕馭港澳局勢
去年的修例風波，反映內外勢力勾連在香港煽

動違法暴力抗爭，至今並未完全平息，就是蓄意
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企圖分裂國家，這些衝
擊「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不
會自動消失，更可能隨時捲土重來，香港落實
「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的挑戰不可低估，
更需要中央強而有力的領導和指引，凝聚香港各
界的人心、統一思想、行動一致，完善香港同憲
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持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提高特區依法治理能
力和水平，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確保香港長治久安。是次重大的調整，相信
是基於整體工作的總考慮和良好的安排，並相信
在「一體化」後落實中央對港的工作可以更有效
率。
在此關鍵時刻，中央審時度勢，下決心對港澳工

作領導架構進行新變革，統一港澳工作的體制，以
利更好駕馭港澳局面、維護國家安全，令治理工作
更順暢有力，也是對「港獨」、「台獨」、外部勢
力等反中亂港勢力發出鄭重警告。

國家主席習近平關心、支持、愛護香港，一再
呼籲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發展
機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規劃
的推進，正正為香港創造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央
對港澳領導機構作出優化調整，也有利於香港發
揮獨特優勢，配合國家發展所需，拓展香港發展
的新空間，讓港人分享更多發展紅利，再創「一
國兩制」新輝煌。

近日筆者在網上閱讀了一篇由作者水木然
撰寫的《武漢疫情正在加速淘汰七種人》文
章，文中提到今次新冠肺炎疫症，將會有七種
人大受影響。筆者在看完之後，絕對贊同水
木然的看法，當中有幾種人已出現在本港。
筆者認為，我們何不及早作出應對，幫助他
們共同渡過難關。
首先，文中提出第一種人就是「免疫力差的

人」，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大多都是長期病患
者，需要接受藥物治療，他們的免疫力較正常
人為差。我們要多加關心長期病患者的情況，
時刻留意他們身體狀況，多一分關心、多一分
的支持，可以增強他們的心理「免疫能力」。
第二種人就是「心理脆弱的人」，經常因網

上流傳消息的真偽，而導致情緒失控的人。我
們可幫助他們將網上流傳的謠言 fact check
（查證），給予他們更多更大的正能量，讓他
們的心理變得「堅硬」。
第三種人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人」，如較

早前的「盲搶」日用品，導致社會混亂。我們
要幫他們「消毒」，不要將未經查證的訊息，
傳送給他們。
第四種人就是「逃避責任的人」。本港2月

初「醫護陣線」所搞的罷工，表面上要求政府
盡快「全面封關」，但背後參與罷工的「黑醫
護」就是逃避責任。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香
港大多數醫護人員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堅
守崗位，奮不顧身地照顧病人、對抗疫症。
第五種人就是「不能休整的人」，如近期甘

願花數十小時排隊搶購口罩的人。最有效解決
辦法的第一步，就是深呼吸，讓自己平靜下
來，清楚知道現時情況，不要被氾濫的資訊、
恐慌而誤導。
第六種人是「未能沉澱的人」。就是指未能

在危機中找尋機會的人。特區政府亦要好好檢
討在今次疫症中，是否需要立例規管外科口罩
的價錢，打擊發「災難財」的無良商人。
文中最後提到的是「經不起打擊的人」。

事實上，在這七種人當中，這種人是最少
的。香港經歷零三年「沙士」之役，汲取了
很多寶貴經驗，如果沒有「沙士」的經歷，

今次本港就不能在最短時間迅速展開防疫工
作。古語云：「經一事，長一智」，經驗是
通過多次實踐而得到累積，相信香港可以渡
過難關。
每次疫症都會奪去不少無辜生命，所以一定

要做好預防工作，作息定時，注意飲食，強健
體魄，增強身體、心理的免疫力。同時，亦要
對謠言「說不」，大家共同建立一個「不信
謠，不傳謠、不造謠」的環境。最後，套用孫
子的名言作總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當
大家認識「新冠肺炎」的病徵和有效預防方
法，就可以戰勝這場疫症。

及早作出應對 共同戰勝疫症
潘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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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研究會會員

香港在2019年經歷一連串的社會動盪，市
民消費信心跌至近十年新低，企業元氣大
傷。各人盼望鼠年將會迎來新氣象之際，新
冠肺炎卻在全球肆虐，令不少香港企業大失
預算。在客戶和訂單激減的情況下，可預計
結業潮會來得更急更猛。企業為了生存只好
要求員工減薪或放無薪假，但員工卻因此而
有所怨言，為了平衡僱傭雙方長遠利益及發
展，應考慮革新常規上班模式，推行家居工
作。
家居工作成為常規上班模式是否可行是首要

考慮的問題。要讓所有人留在家中工作是不
現實的想法，尤其是零售、建築等行業。根
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超過23%就業人口的
職業屬於經理、行政級人員及文書支援人
員，撇開少部分人需要處理機密文件，粗略
估計仍有超過80萬人有條件採用家居工作。

筆者認為有關安排能對企業、市民及社會同
時帶來好處。
對企業而言，推行家居工作可減少其營運

成本。香港是全球租金最高的地方，辦公室
租金佔了中小企總營運成本的三成甚至更多。
家居工作模式能促使企業租用較小的辦公室，
減少開支，使企業有更大機會在經濟下行周期
存活。此外，這種工作模式令員工的上班時間
變得彈性，僱主要是容許員工成為Slash族
（彈性就業青年），更可以藉此與他們商討減
少福利，使資源運用更具效益。
對市民而言，他們的生活質素將會大幅提

升。雖然香港面積不大，可是不少人需要花上
兩小時以上來回住所與辦公室，每天如同「沙
甸魚」般擠在狹小的車廂內使人身心俱疲。家
居工作可以省卻市民花在交通上的時間和壓
力，令他們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要是上

述提及的Slash族被社會接受，
市場上的特約工作(freelance)定
必會快速增長，市民可以善用他們的能力從事
不同工作，提高收入。
對社會而言，最大的好處必然是減低公共交

通工具運輸壓力。有報道指，2015年地鐵荃灣
線載客率已經超過100%，香港各條主要幹道
在上下班高峰期均會出現長長的車龍。家居工
作模式可以有效減少出門的人數，紓緩香港長
年無法解決的交通問題。此外，公共交通工具
載客量減少能避免傳染病爆發的風險，減輕醫
護人員的工作量。
總的來說，推行家居工作模式是一個三贏的

方案，值得企業考慮。倘若特區政府能增加資
源，協助中小企做好內聯網建設，相信家居工
作模式將會變得更有可能實現，使香港成為領
先全球的科技應用城市。

推行家居工作抵禦經濟下行周期
吳子倫 雲浮市青聯委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總裁 Kristalina
Georgieva 於2月3日在微博上發佈一段為中國
防疫打氣的視頻，她認為中國經濟繼續展現
「極強的韌性」。石油輸出國組織於2月4日也
表達對中國防疫工作的堅定支持。這反映國際
社會對中國的防疫工作和中央政府出台舉措給
予充分肯定，全球對內地經濟持續增長保持樂
觀。加上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已不斷擴
大，全球對中國的出口貨品產生很大的倚賴。
因此，國際社會深信中國有足夠的抵禦能力對
抗武漢肺炎，重振市場信心，減低世界經濟下
行的壓力。

中央政府在防疫特殊情況下確保內地銀行
體系流動性充裕和貨幣市場穩定運行，中國
人民銀行於2月3日宣佈將開展1.2萬億元公
開市場逆回購操作投放資金，較去年同期增
加9,000億元。此舉措有效緩解企業的財務壓
力，增強實體經濟，減低疫症對企業的衝
擊。同日，財政部出台新舉措，對疫情防控
重點企業貸款給予貼息支持，根據實際提供
的再貸款利率的50%安排貼息資金，直接撥
款企業。此舉措有助防疫用品生產企業降低
融資成本，擴大產能，加快技術改造及生
產。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在艱難時

刻仍全面協助企業持續經營，
讓市場上有充裕的資金流通和
周轉，讓企業恢復正常營運。

雖然目前疫症仍未散去，但沒有影響全國人
民的士氣，反而更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出台措
施。這體現了中央政府面對逆境的勇氣和擔
當，進一步堅定了中央打贏疫症的決心，為13
億人民帶來力量。國際社會肯定中國防止病毒
蔓延防控工作的行動高效，中國更主動與世界
衛生組織合作對抗疫症，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
評價。我們堅信嚴寒的冬天總會過去，中國最
終能戰勝疫症。

中國防疫舉措獲國際認可
張思穎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工商事務副發言人

■全國團結
一致對抗新
冠 肺 炎 疫
症，圖為廣
西對口支援
湖北省十堰
市新冠肺炎
防治醫療隊
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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