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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要求政府獨立審議、削減警方開支，否則不
支持預算案。這種作為混淆正邪、橫蠻無理，是對
公義和市民利益的公然挑戰。
預算案有關政府部門的開支，從來都是整體提
出並經立法會通過，沒有將個別部門特別抽出審
議的先例。昨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
任秘書長劉焱亦指出，預算案是經 84 個部門開支
需求釐訂，需以總目方式審議通過，不存在分拆
的選項。因此，此次預算案沒有將警隊開支分拆
審議的道理。所謂要求警隊開支獨立審議的要
求，其實根本就是想不讓警隊撥款通過。若此例
一開，日後其他政府部門如果敢於維護法治正
義，不向反對派低頭，反對派必定重施故伎，利
用審議預算案開支，懲罰、打擊有關部門，香港
的法治、管治就真的被全面癱瘓。為防止出現這
種不堪局面，絕對不能讓反對派為所欲為，不能
讓所謂警隊開支獨立審議成事，以免破壞規矩，
後患無窮。
目前受修例風波引起的黑暴及疫情的雙重夾擊，
本港經濟跌入近十年來低谷，百業蕭條，中小企和
普羅市民苦不堪言，預算案大手動用財政儲備紓
困，撐企業保就業，直接給市民「加油」， 是順應
民情、紓緩社會氣氛的必要舉措，受到各界普遍歡
迎。特別是預算案提出全民派錢一萬元，更是跨黨
派訴求，反對派也強烈要求的。
如今反對派將預算案審議政治化，置市民死活於
不顧，寧願市民繼續捱苦也要打擊警方，目的很清
楚，就是討好一小撮「勇武」派和被他們迷惑的市
民，累積再度搞亂香港的能量。反對派政棍不惜損
民利益、違背主流民意，再次暴露他們以政治凌駕
一切的本質，對於這些一次又一次損民亂港自肥的
政棍，市民必須看清真面目，用民意狠狠地懲罰他
們，才能保障自己、守護香港。

WEN WEI EDITORIAL

新 一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推 出 1,200 億 元 逆 周 期 措
施，包括全民派發 1 萬元，撥款需立法會通過。反
對派無理要求將警隊開支分拆審議，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表明，無意就預算案的任何一部分抽出予立法
會獨立審議及表決。警方增聘人手、加強裝備，是
為了止暴制亂、防罪滅罪，增加開支有迫切需要，
而且預算案中政府部門的撥款向來整體審核，沒有
分拆獨立審議的先例。反對派的要求，完全顛倒是
非黑白，不過是繼續抹黑攻擊警方，兼且打擊政府
管治。本港經濟已經陷入「寒冬」，企業市民亟待
預算案撥款紓困救急，反對派將預算案政治化，甚
至揚言「寧願不要一萬元，都不讓警方增加開
支」，再次證明反對派漠視市民疾苦，為政治目的
和私利，不惜綁架市民，懶理大眾死活。
眾所周知，去年修例風波反對派縱容包庇違法暴
力，導致本港法治意識淡薄，罪案急增，治安轉
差。警方資料顯示，去年本港整體罪案數字達
59,225 宗，較前年增加 5,000 宗，上升 9.2%；當中
案件增加最多的是刑事毀壞、縱火案；更令人擔心
的是，青少年因干犯妨礙公安罪行被捕，包括非法
集結及暴動等，共 1,600 人，比前年多 1,529 人，上
升超過 21 倍。這些案件和犯案者，大部分均與修例
風波相關。
過去大半年，警方既要日以繼夜止暴制亂，又要
處理層出不窮的治安案件，人手捉襟見肘，陷入疲
於奔命的境況。面對未來的挑戰，警方增聘人手、
加強執法裝備，以利更好地維護法紀，保障市民生
命財產，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作為維護香港法治
安定的最重要一道防線，警隊盡忠職守，令香港
「變天」的陰謀不能得逞，功不可沒，卻被反對派
視為眼中釘。過去大半年，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抹
黑攻擊警方、損害警方聲譽。如今又以「警暴令民
怨未消」「縱容警方增購裝備會傷害市民」等荒唐

分享抗疫經驗 彰顯中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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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將預算案政治化 綁架市民損害大眾利益

中國新增確診個案逐漸回落之際，世
界各地新冠疫情卻在惡化蔓延。世衛專
家肯定中國抗疫舉措，國家衛健委高級
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昨日建議，疫情蔓
延快速的國家，可參考中國聯防聯控抗
疫經驗；中國外交部亦表示，韓日抗擊
疫情，中國不會缺席。中國「全國一盤
棋」，聯防聯控、早發現早隔離的抗疫
經驗，為世界防疫抗疫提供示範。抗擊
新冠肺炎，是人類的共同責任，日韓等
多國支持援助中國抗疫，現在中國與世
衛、世界各國加強合作，分享抗疫經
驗，體現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人類命
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中國對世界公共衛
生安全的負責和擔當。
鍾南山指出，目前內地新增個案宗數
已經回落，有信心疫情會在 4 月底基本
控制住。但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疫情
卻加速蔓延，韓國昨單日新增 505 宗，
意大利累計病例升至 470 例，伊朗急增
至 245 宗 ， 南 美 洲 在 巴 西 出 現 首 個 案
例，丹麥、格魯吉亞、挪威等國也「淪
陷」，美國則出現首例疑似社區感染個
案。鍾南山表示，新冠肺炎是人類的
病，不是一個國家的病，需要加強國際
合作抗疫，並建議一些疫情蔓延較快的
國家，參考中國的經驗，注意早發現、
早隔離。
中國聯防聯控的抗疫經驗，受到國際
社會關注和肯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在訪問世衛總部時指出，中國人民為
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犧牲，為全人類作
出重大貢獻。中國─世衛新冠肺炎聯合

專家考察組外方組長、加拿大流行病學
家布魯斯‧艾爾沃德 2 月 24 日在北京對
中外記者表示：「（中國採取的措施）
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具雄心、最敏銳和最
嚴格的疾病防控措施。毫無疑問，中國
應對這種新型呼吸道病原體迅速傳播的
態度已經改變了疫情的走向。」世衛專
家組認為，中國應對疫情舉措已經避免
或至少推遲了數十萬新冠肺炎病例，中
國在保護國際社會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
的作用，為各國採取積極的防控措施爭
取了寶貴的時間，也提供了值得借鑒的
經驗。
在疫情面前，中國不僅對本國人民負
責，更對世界人民負責。中國一方面加
強與世衛和各國科學家合作，高度透明
與世界各國分享抗疫資訊；同時中國發
揮制度優勢，有效組織聯防聯控抗擊疫
情，動員全國 29 個省市區及軍隊的力
量，調派 380 多支醫療隊、超過 4.2 萬名
醫護人員馳援湖北；空軍先後 4 次出動
運輸機 30 架次，緊急運送支援湖北醫療
隊和物資；截至 2 月 19 日，國家撥付定
點救治醫療機構的專項資金達到 170 億
元人民幣。尤其是中國封城抗疫，感動
世衛專家，令世界動容。
中國築牢抗疫防線 ，也始終不忘日
本、韓國等各國人民對中國抗疫的支
持， 在日韓疫情轉趨嚴重、疫症蔓延世
界時，中國主動與世衛合作，分享中國
抗疫經驗，竭盡所能向日韓提供幫助。
各國守望相助，攜手合作，必能共克時
艱，戰勝疫情。

病母滯莞斷藥 兩女憂心難眠
運藥北上屢碰壁 感謝政府工聯助寄藥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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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早前宣佈由
內地返港人士

須接受強制檢疫 14 天，部分港人因而滯留內地，不少

寄藥行動流程
有家屬在港滯留者：

無家屬在港滯留者：

由家屬致電熱線電話（36525833）預約
(服務時間上午9時至晚上10時)

滯留者到工聯會內地辦事處填寫
授權文件

家屬自行到私家診所、醫院為滯留者取藥

由工聯會人員代為向醫管局和衛
生署領取處方藥物

並寄藥，預計 3 天後便可交到內地港人手中，費用全
免。工聯會表示，短短 3 天共收到 715 宗市民登記，昨

按預約時間到工聯會指定地點交相關藥物

日起逢星期一、四陸續安排接收市民的藥物轉交內地
港人，昨日單日就有 130 已登記人士到場寄藥。有家屬
表示，其滯留內地的母親已停藥近二十天，身體已受
影響，「（母親）晚晚只瞓得兩三個鐘」，連日來只
有乾着急，感謝特區政府和工聯會出手協助。

工聯會向有關政府部門申報後，
郵寄到滯留者手上

其間家屬需填寫藥物資料，工聯會委託香
港藥學會的藥劑師審核是否屬「醫生處方
藥物」；藥劑師亦會從「醫健通」檢查是
否有漏藥，最後由社署人員覆檢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小姐表示，其患有腦退化症的母親新春期間回鄉探親，現滯
留在東莞，由居內地的胞姐照顧。周小姐透露，母親已被迫
停藥近二十天：「佢（媽媽）本身心情無影響，唔急，但身體已出
現問題，晚晚只瞓得兩三個鐘，反而我同家姐都急到一齊瞓唔
着。」

周

工聯會寄出藥物，預計 3 天後便能送到滯
留者手中

郵寄藥物限制多
周小姐過去兩星期到處尋找寄藥方法，惟香港郵政對郵寄藥物有
嚴格限制，只能寄出很小量，速遞公司亦嚴禁郵寄藥物，使周小姐
求助無援，最終在傳媒中得悉工聯會的寄藥行動：「好多謝政府同
工聯會，𠵱 家終於安心啲。」
父親滯留順德的趙先生曾到郵局查詢，獲告知只能寄出很小的劑
量，且需時達 14 天。由於擔心政府會長時間「控關」，他昨日帶
備3個月的心臟病藥寄予父親。

工聯 3 天接 715 家屬登記
工聯會表示，寄藥行動在過去短短 3 天共收到 715 個家屬登記，
昨日起每逢星期一、四陸續安排相關家屬將藥物交予工聯會，昨日
就有約 130 已登記的家屬到場寄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社會福利署署長梁松泰，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榮譽會長林淑儀
等專程到場了解家屬交藥及寄藥的運作情況。
黃國指出，該會於廣東及福建省常設 6 個內地中心，一向有與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合作，為內地港人提供恒常服務，故港府今次亦委
託工聯會利用在當地的網絡，轉交藥物到港人手中，預計只需 3
天。他強調，有關服務不收費，亦不計較要動用多少人力物力，以
求在此特殊時間做好市民關心的事。
工聯會鄧家彪補充表示，曾有市民鋌而走險，違規地隱瞞郵政署
偷寄藥物，相信工聯會推出寄藥服務後，類似情況會杜絕。他提
醒，寄藥只包括西醫處方藥物，中藥、防疫用品及日用品等未在送
遞範圍。
為確保藥物安全，香港藥學會及藥學服務基金義務派出藥劑師，
即場為市民根據「醫健通」上的記錄，覆檢處方藥物等配方及劑量
等是否適當。現場亦有社署職員進行最後檢查，並在藥物上貼上標
籤註明服用方法。
香港藥學會會長龐愛蘭表示，較早前進行的兩次試行計劃，協助
約 30 名港人寄藥，涉及 70 多種藥物，包括控制血壓、膽固醇、糖
尿等。
至於在香港無親友的內地港人，亦可委託工聯會代為向醫管局和
衛生署領取處方藥物，再向有關政府部門申報後，同樣郵寄到工聯
會在內地中心，再由工聯會內地中心速遞予求助人士。

▲昨日就有約 130 已登記的家屬到場寄
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抗疫連線─支援粵閩港人寄藥行
動，首日代收藥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速獲登機編號
讚入境處快手
「他們登記了我個人信息後，
給了我一個登機編號，我覺得速
度挺快的。」目前滯留在武漢的
港人阮女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她是前日（周
三）接到香港入境處電話，並告
知她可以乘坐第一班包機返港，
對此心中充滿期待：「希望同妹
妹盡快平安返回。」
阮女士和妹妹已經滯留武漢
多時，她本身患有心腦血管
病，需要按時服藥，但由香港
帶過去的治療藥物已經吃完。
一周前和香港醫院管理局聯繫
後，在內地買到類似治療藥
物，雖然目前身體良好，但她
仍想盡快返港覆診。
她告訴記者，自己是在星期三
接到香港入境處電話，告訴她是

在滯留湖北的港人中有多名孕
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引
述懷孕近 6 個月的金太和丈夫，
與兩個分別 6 歲及 3 歲的孩子現正滯留
在湖北省黃石市。金太現時未能產
檢，全家人身上的金錢亦不足夠，希望特區政府
可於下周接他們安全回港。
葛珮帆昨日在fb發佈金太的求助錄音，指金太
與家人現時在親戚家中借住，但當初未想到會滯
留湖北，身上只帶了數千元現金，曾向親戚借錢
但完全不夠用。他們曾向入境處求助未果，最終
由丈夫工作的馬會用微信轉賬數千元予他們，暫
時支撐生活。
她續說，金太懷有 5 個半月身孕，但因身處湖
北而不敢到醫院產檢。金太在錄音中表示，自己
有嚴重的靜脈曲張，右腿出現抽筋情況，十分擔
心自己及胎兒健康。由於之前兩胎都是早產，如
果不能成為下周的首批回港者，她擔心到時會在
湖北產子，憂慮當地醫療條件沒有香港好。
金太哭訴，由於滯留在湖北，她丈夫有一個多
月未能工作，全家的生活開支全靠丈夫一個人的
收入，擔心到時回港後會「無飯開」，因此現在
很需要特區政府的幫助，希望政府能盡快接他們
回港，助他們全家渡過難關。
葛珮帆表示，由於 6 名滯留湖北的孕婦身處於
省內的不同城市，故要點對點地送他們去機場比
較困難。但她強調，現時有 19 宗急切需要人士
想盡快回港，希望特區政府盡快研究首批接送的
詳細計劃，在下周接他們安全回港。
截至昨日中午，民建聯已收到共 222 宗求助個
案，當中湖北地區佔 131 宗，非湖北地區佔 91
宗，其中有不少是藥物求助。經民建聯向局方轉
介個案後，局方已馬上作出安排，部分藥物已運
送到病人手上，其餘則仍在運送途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

人未能返港覆診取藥。工聯會受特區政府委託，日前
接受滯留或居於內地港人的家屬登記，昨日開始收藥

滯鄂無錢無產檢 孕婦盼盡早回港

受新冠肺炎

第一批乘坐包
機返港的人。 ■阮女士。
受訪者供圖
「他們登記了
我個人信息後，給了我一個號
碼，說是登機編號，讓我一定要
記住。我覺得（入境處）速度還
是挺快的，身邊朋友也在陸續接
到電話。」
阮女士談到回港後，並不擔
心要隔離，但最想的是可以去
醫院覆診。「我有朋友現在隔
離營，拍了照片給我，我覺得
生活用品挺齊全；但如果是居
家隔離，我看到民政署會送物
資，返來後沒什麼擔心的。」
她說，「但是還是希望到時快
點度過隔離期，因為我還要去
醫院覆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瀕斷糧捱番薯
返港盼醫牙痛
於新春期間，返回湖北省宜昌鄉
下的麥氏一家三口，滯留當地逾一
個月。由於他們住在宜昌的山區，
物資極匱乏，過去一直要自己落田
種菜，一度瀕臨斷糧，只剩小量番
薯及菜蔬，6 歲大的兒子飽受牙痛折
騰也無法求醫。知道特區政府安排
包機接港人返港，全家興奮不已，
麥先生表示：「港人留在湖北多一
日就多一分危險，就算我們一家不能
坐首班包機返港，但都希望早點看
見有首班飛機來接，最起碼不會感
到返港無望先。」
麥先生表示，山區物資極缺乏，早
前一家三口也要落田種菜，「但始終
種的速度慢過食，根本唔夠食。」家
裡雪櫃一度空空如也，全家三餐也只
能食番薯。幸好兩日前當地政府送來
蔬菜，暫時緩解了食物不足的問題，

麥先生感謝特區政
府、民建聯和工聯
會關注當地港人， ■麥氏 6 歲兒子
促使當地政府積極 受牙痛折騰。
受訪者供圖
提供協助。
日前在得悉特區政府將安排包機接
港人返港，「我們一家真的很開心！
一早已登記。」他估計，宜昌有超過
100 名港人。雖然宜昌有機場，但只
有內陸機升降，「這裡對外交通癱瘓
了，如果要到其他機場乘包機，可能
好困難，唔知政府可否特事特辦，由
宜昌直飛香港呢？」
他明白，首班包機會優先接在武漢
的港人，「我們也很焦急，畢竟全個
湖北省是重災區，留在湖北多一日就
多一分危險。」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公
佈派出包機的時間表，讓他們心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