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02020年年22月月222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

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

民建聯本周初開設微信號協助

滯留內地港人，至今已收到137

宗個案，絕大部分已轉介至中聯

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入境處

等相關部門處理。民建聯副主席陳學鋒昨日在接受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當前滯留內地港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長期病患者的藥物配送，其中涉

及較複雜的關口協調。在處理過程中，他們感受到中央、中聯辦都非常重

視及正加緊解決問題，民建聯亦會「不分返工放工」，全力幫助需要人

士。

不分返工放工 力助內地港人
民記一周收137宗個案 絕大部分已轉介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昨日在回應支援滯留湖北
的港人時表示，現時已有
程序、有默契、有聯絡
網，當地港人可隨時打電
話聯絡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而政府亦會研究能否
將支援工作做得更深入。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在昨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上提到，近日接獲多
名滯留湖北港人求助，並詢
問特區政府能否成立支援
隊，以個案主任形式跟進每
位滯鄂港人的需要。

張建宗在回應時表示，
特區政府駐武漢的辦事處
與當地港人有聯繫，並已
送了120次藥，而社福機構
有熱線電話，以了解港人
是否有需要支援的地方。
他說，現時特區政府處

理有關問題時，已有程
序、有默契、有聯絡網，
當地港人可隨時打電話聯
絡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再
加上中聯辦和國家的幫
忙，會盡量向他們提供支
援。同時，特區政府亦會
研究能否將支援工作做得
更深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逾2,500名港
人目前仍滯留湖北，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昨日透露，自己一周內接到50宗港人求助，
涉約100名港人，部分人開始情緒不穩，希望
能盡快回港。她要求特區政府增設個案主任聯
絡滯鄂港人，並考慮先接回有健康問題及急須
回港者。
梁美芬在昨日記者會上透露，求助的港人個
案年齡由7個月大至70歲都有，全部毋須隔離。
目前，特區政府有為他們送藥，但暫時未能提供
其他協助。

物資漸用盡 盼港府伸援手
記者會即席播出她與兩名滯鄂港人視訊通話
的片段。與丈夫滯留在湖北咸寧市農村的畢小姐
表示，他們目前身體健康，整條村亦沒有確診個
案，但擔心疫情持續，自己被感染風險會越來越
高。由於自己有兩名未成年的子女在港需要照
顧，丈夫的母親長期患病住院，藥物亦已不夠，
她希望能盡快回港。
張氏夫婦和12歲的兒子則滯留在湖北松滋
市。張先生說，自己是公屋住戶，但已有兩個月
無法交租和煤氣，擔心會被房署列入黑名單。同

時，他們由今個月開始已經沒有
收入，情況再持續下去可能面臨
生活困難，更擔心回港後被裁
員。
梁美芬還透露，在求助個案

中，有在湖北旅遊的港人暫時
獲被安置在學校居住；有7個
月大的嬰兒只剩一罐奶粉；有
港人電話卡即將到期；有需要
開車購買食物的港人已用盡汽
油等。
她坦言，許多滯鄂港人最初

都較有耐心，但隨着物資逐漸用
盡，交通封鎖持續，他們漸漸感
到無力，許多基層人士已擔心不
能「開飯」，希望特區政府能開
誠佈公地與滯鄂港人解釋回港安
排的進展，再增設個案主任，用微信與他們聯
絡，在香港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如幫他們聯絡僱
主等。
梁美芬表示，明白特區政府一次過全部接回

港人可能有困難，亦沒有足夠的隔離中心，但建
議可以在允許的範圍內，首先將有健康問題且急

須回港的小批人接回。
在隔離中心方面，她認為香港由非政府組織

資助的營地有24個，沒有資助的也有30個，但
目前只使用了極小量，政府應該主動聯絡相關團
體，討論將更多營地改裝為隔離中心的可能性，
和及時通知滯鄂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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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本周初強化微信號「DAB_1992」
功能，由過去主要用作資訊發放，加

強至接收個案投訴，進一步協助身處內地港
人的需求。陳學鋒表示，在短短一周已收到
137宗個案，當中涉及滯留在內地不同省份
的長期病患，面臨長期病藥物補充的困難。
他補充，當中的52宗個案，求助人希望
民建聯可以代為轉達運送藥物訴求，他們已
即時轉介至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跟
進。同時，部分長期在內地人士因為回港要
隔離14日，覆診亦出現問題，民建聯接到
求助後亦向不同部門提出，希望能獲彈性處
理。
為保證求助個案的困難能得到盡快解
決，民建聯在轉介個案後還會再不斷跟
進，希望保證問題迅速妥善解決。陳學鋒

指，因送藥涉及複雜的關口協調，過程中
感受到中央、中聯辦都非常重視，正加緊
處理。

將善用其他平台協助市民
陳學鋒表示，在這特殊時期，民建聯同事

已不分晝夜全力加緊協助有需要港人，正因
期望可協助更多在內地港人，他們才決定開
放民建聯微信專號功能，由過去資訊發放加
強為接收個案投訴。
他強調，民建聯未來會繼續與時並進，考

慮善用不同平台、渠道，以全方位協助更多
有需要的市民。民建聯昨日亦透過facebook
表示，會繼續努力，與大家一同戰勝疫情，
並感謝各方對他們深切的支援。
在支援滯武漢港人的同時，民建聯亦為武

漢當地居民送暖、打氣。
曾任武漢市政協委員的李慧琼在接受中

新社訪問時透露，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
來，一直高度關注當地情況，尤其關注武
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封城」時曾專門
打電話問候朋友，了解當地物資供應情
況，並發動身邊的朋友，請求他們為武漢
提供幫助。

內地措施體現抗疫決心
「我很感動，我們的香港朋友也是捐錢捐

物到武漢、到湖北，我相信未來香港社會還
會再發動起來，更多地貢獻自己的能力，和
國家一起，抵抗疫情。」李慧琼表示，在這
場突如其來的病毒抗擊戰中，中央決策果
斷，為保住整個國家，讓武漢「封城」。湖
北省短時間內建設專門的醫院收治病人。不
同的城市也果斷採取隔離措施。「這系列措
施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在對抗疫情
方面的決心。」
同時，老百姓也配合政府抗疫。李慧琼引

述在內地開公司的朋友稱，不開工其實對公

司自身業務影響很大，但為配合抗疫，公司
願意全面配合。「我們國家那麼大，住那麼
多人，如果不配合，抗疫肯定沒有現在的效
果。」
既是中國的一部分，李慧琼表示香港定會

和全國人民一起對抗疫情。「武漢的朋友，
你們要挺住，全國人民包括香港人也關注你
們，一定會全力協助你們，過了這一關。我
們相信在我們國家堅強的領導下，在我們全
國人民的團結下，我們一定能戰勝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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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近日收到數十宗滯留湖北的港人求助個案，記者會
播放出與滯鄂港人的視像通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建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民建聯以多方平台協助滯留內地港人，至今已收到
137宗個案，絕大部分已轉介相關部門。民建聯fb圖片

■民建聯一直高度關注當地情況，在支援滯武漢港人的同時，民建聯亦為武漢當
地居民送暖、打氣。圖為武漢市楚河漢街。 資料圖片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韓等國家急速擴大，
韓國昨日單日激增100宗確診病例，日本
也累積逾百宗病例，情況令人擔憂，連世
衛也警告疫情可能全球大爆發。雖然內地
和本港的疫情逐漸向平穩發展，但周邊國
家的疫情有惡化跡象，本港與有關國家人
員往來頻密，輸入性風險不容低估，必須
馬上提升口岸的防疫工作，密切關注有關
國家的疫情變化，做好應變預案、做足應
對最壞情況的準備，以免措手不及。

病毒無分國界，當本港把防疫重點聚焦
內地時，日本、韓國的疫情亦不可忽視。
韓國昨日多100宗確診病例，累積病例達
到204宗，已超越新加坡，成為中國之外
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當中98宗均與大邱
教會集體感染有關。由於被指是「超級傳
播者」的教會女子曾接觸逾千人，疫情可
能進一步擴大。日本除備受矚目的「鑽石
公主號」郵輪外，本土也累積103例確診
病例，東京都、北海道、千葉縣等地昨日
持續有人確診，當中部分人並沒有出國旅
遊和與感染者接觸的歷史，本地社區傳播
的風險越來越高。

面對嚴峻疫情，日韓已經加強自己的防
疫措施，韓國政府宣佈把防疫重點由防止
病毒從國外流入，轉為嚴防國內社區傳
染，更把病例急增的大邱、慶尚北道清道
郡指定為傳染病特別管理地區，採取特別
防疫措施，增加病床供應，加強抗疫人力
物力支持。

日韓都是港人最熱門的旅遊地點，每年

有兩三百萬港人到訪；與此同時，日韓每
年也有過百萬人到訪本港，疫症跨境傳播
的風險不能輕視。特區政府首先應該馬上
強化口岸檢疫措施，加強對來自日韓的入
境人士的檢疫工作，包括口岸體溫檢測、
健康申報等，應要求入境人士申報是否到
訪大邱等疫情較嚴重的地區，或仿效禁止
曾到湖北的旅客入境的做法，暫時禁止曾
到相關地區的人士入境。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已發出警報，新冠肺
炎隨時可能在全球大爆發。特區政府必須
早作準備，做好預案。疫情爆發以來，本
港已暴露出防疫物資、隔離設施不足等情
況，出現過搶購衛生用品、生活物資的情
況，更有居民受誤導而盲目反對建設社區
檢疫設施。

雖然經過政府、醫護、內地和各界的攜
手合作，目前本港的疫情沒有進一步惡
化，但絕不意味可鬆一口氣。日韓疫情轉
趨嚴峻，一旦疫情向外擴散，香港不做好
及早防範，難免再受新一波更大的衝擊。
因此，特首應盡快召集不同部門及早商
議，了解情況，作出部署。本港現時的14
日強制檢疫措施，只是針對由內地入境的
人士，政府應該考慮，一旦相關國家疫情
不受控，應迅速將強制檢疫措施的範圍擴
大，並且盡快做好相應的人力、物力和檢
疫設施的準預案。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政府必須密切
注視周邊國家的疫情變化，做好萬全的應
對之策，為市民健康安全把好關。

做好預案做足準備 應對海外疫情爆發
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回港的第二班包

機，經過一番擾攘後，近日凌晨抵港。此次包機
遇到一些波折，返港時間反復推延，反映接返行
動客觀上存在相當難度，大部分滯留「鑽石公主
號」郵輪的港人能夠成功回家，特區政府、外交
部駐港公署、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等的竭力溝通斡
旋，功不可沒，顯示出中央政府全力統籌協助港
人，以實際行動關心照顧港人，相信廣大市民能
理解政府的艱辛，肯定政府接人的努力，同時堅
決抵制不懷好意的政治化干擾狙擊，防止有人利
用接人問題誤導公眾、撈取政治利益。

此次包機行動備受本港社會關注，原定20日深
夜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返港的第二班包
機被取消，令滯留的港人失望、不滿和焦慮，也
引起本港社會的諸多猜疑。入境處處長曾國衞表
示，收到日本政府通知，另外一個國家有大型撤
離行動，其他國家地區旅客都不能下船，強調特
區政府一直都無放棄，積極爭取到夜晚，希望在
外國完成撤離後恢復撤離港人，即使凌晨都可以
進行，但遭日本政府拒絕。直至昨日(21 日)中
午，第二批港人最終獲准陸續下船，辦理好手
續，搭乘接載港人的旅遊巴陸續抵達羽田機場，
準備乘搭包機回港，但其中17名從郵輪下船的港
人，抵達機場後又因名單問題出現阻滯，結果還
是被國泰航空拒絕登上包機。第二班包機較原定
安排遲約4小時才起飛。

第二班包機一波多折，一方面反映「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有多國乘客，而新冠肺炎的傳染性非
同小可，船上載有3700名乘客和船員，至今累計
確診感染人數已超過600，連日方的檢疫人員也
中招，日方對乘客下船的檢疫難免緊張，要花費

更多時間檢疫；安排各國各地乘客離開的先後秩
序，也非特區政府所能控制，滯留港人被困船上
近半個月，擔心被感染，渴望盡快離開、早日返
港，心情可以理解，但特區政府遇到的困難，也
應體諒。政府也應積極向港人解釋其中的艱辛和
苦衷，爭取市民的體諒和支持。

事實上，此次包機行動，特區政府派出保安
局副局長區志光、入境處處長曾國衞率領的特
遣團協助滯留港人；由於特區政府到日本接返
港人涉及外交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均全力施以援手。中國駐日
本大使館安排接送港人的旅遊巴士；有一名港
人確診，需要留在日本接受治療，保安局副局
長區志光也是透過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安排，到
醫院探望該港人並會見主診醫生。中國駐日本
大使館總領事詹孔朝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香港人與內地人不分彼此，協助港人只
是駐日大使館的職責所在。」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日前給予港區人大、政協的公開信，也表達
對「鑽石公主號」郵輪上香港居民的高度關
注。「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排除困難、陸續
如願返港，正是香港各界攜手合作、中央全力
統籌相助的成果。

面對疫情，最可怕、最可惡的是，本港有個別
泛暴政客以「協助」營救為名，竟然飛往日本，
滋擾正在日本忙於協助港人返港的政府人員，更
在羽田機場狙擊入境處處長曾國衞，阻礙撤離工
作進度。這種妨礙救人博曝光的醜行，出國際洋
相，令人不齒。套用駱惠寧公開信的話來形容：
「那些趁機播散不滿、人為製造區隔、刻意破壞
兩地感情的人，終歸不得人心。」

接「公主號」港人回家 中央特區合力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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