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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染上新冠肺炎的個案
超過一百，專家警告，香港

的抗疫仍然任重道遠。幾乎日日都有確診個
案，死亡個案也時有出現，加上滯留日本
「鑽石公主號」郵輪的港人返港，緊接着滯
留武漢的港人被接返香港，令香港抗疫一刻
也不敢鬆懈。而同一時間，消停一陣的暴亂
又死灰復燃。疫情和暴亂同時夾擊香港，新
冠病毒和政治病毒同在香港出沒，令香港正
面臨抗疫抗暴的雙重考驗，形勢嚴峻。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截至昨日本

港確診新冠肺炎患者102人。本周內，全港
18萬名公務員周一陸續復工，不少政府公
共服務恢復開放，其他私人機構預料將會跟
隨，加上昨日及今天政府包機接回滯留湖北
的部分港人，醫學界人士指出，目前是本港
疫情控制的關鍵時刻。
就在抗疫關鍵時刻，農曆新年前後消停了

一陣的反修例暴亂者又來添亂，如病毒般侵
襲社會。數百黑衣者以悼念所謂「8．31太
子站」事件為名，再度在旺角通宵堵路、縱
火、破壞港鐵站、攻擊警察和無辜市民，警
方最終要採取驅散行動，拘捕115人。黑暴
者乘疫施暴，製造亂象令政府難以顧及，意
圖令社會運作癱瘓。
疫情加上了暴亂，試圖讓香港的社會安穩

受到雪上加霜的重創。有檢疫中心在反對派
議員的組織下遭圍攻，南葵涌賽馬會普通科
門診診所更遭投擲汽油彈。暴徒接二連三以
黑暴亂港，干擾抗疫，破壞社會安寧，完全
漠視了香港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與全體
市民為敵。
香港面對抗疫和抗暴的考驗，形勢相當嚴

峻。面對社會暴行，損害大眾利益的反對
派，還是有同情者、支持者，但無論他們口
口聲聲宣稱的動機有多崇高，都掩飾不了其
「攬炒」香港的本質，為政治目的而損害市
民大眾利益，必遭民意唾棄。

香港在抗疫抗暴兩個戰場，要承受抗疫抗
暴的雙重考驗。全社會要齊心協力站在抗疫
抗暴的前沿，以科學和社會正義，向「病
毒」說不！

疫 情 爆 發
至今，口罩

及相關抗疫物資供應成為市
民最關心的民生議題，雖然
特區政府聲稱，透過港澳辦
協調1,700萬個內地口罩援
港，但據觀察，香港市面上仍以東南亞口罩
為主。

筆者建議，內地供港口罩應該由中資公司
透過其零售網絡分發，另外增加建制派社團
定向派發。中央應該考慮在疫情逐漸緩和、
產能逐漸恢復時，進一步加大向港供應口
罩，以一次性大規模供應，結合建制派舉行
全港性運動。
可能因為2003年「非典」的陰影，港人

普遍對此次疫情反應強烈，除了搶口罩、搶
米、搶廁紙，有人更要求對內地「全面封
關」；有人又對疫情過後的經濟異常樂觀，
認為中央一定如2003年非典後大送「着
數」給港一樣，此次也不例外。從目前樓
市、股市表現硬淨可見一斑，於是有人甚至
認為，可以在稍低位入市，生怕「執輸」。

現實是，在反修例風波和疫情雙重夾擊，
本港復甦遠比沙士困難。如今中美貿易戰並
未完全停止，尤其是本港反對派煽動的黑暴
此起彼落，並將防疫問題政治化，破壞兩地
關係。這些不利因素，難免影響疫情過後內
地人赴港旅遊的意慾，恐怕拖慢本港經濟復
甦的步伐。
如果想趁現在樓價、股價低位入市的朋

友，真的要慎之又慎。

不容「攬炒」預算案 投資未來造福市民
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宣佈「全民派錢」1萬港元，獲得

本港大多數市民和媒體的正面評價和大力支持。但是，

《蘋果日報》和反對派卻提出要「攬炒」，寧願不要1萬

元，除非財政預算案將警隊的開支分開審議。另一個

「攬炒」的跡象，就是沉寂一時的街頭暴亂再出現。反

對派在預算案玩「攬炒」，違背主流民意，與市民利益

背道而馳。特區政府善用資源，大膽投資未來，香港明

天會更好。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反對派繼續操弄「攬炒」，動機相當清晰。在黑
暴、疫情衝擊下，本港經濟急速下滑，市民叫苦連
天，今年財政預算案推出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
施，紓困救急，撐企業、保就業、惠市民，反對派
及外部勢力當然不希望香港渡過難關、重建繁榮；
另外，反對派及外部勢力更不甘心修例風波無疾而
終，「五大訴求」落空，更擔心市民不再受他們誤
導而糾纏政爭。

預算案玩「攬炒」損民利益
最重要的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劍指今年9月的

立法會選舉，無所不用其極要炮製尖銳的社會矛
盾，效法台灣蔡英文，玩弄政治話題推高投票

率，只要香港經濟不景氣，反對派就可以大玩特玩
「林鄭下台」等議題，刺激市民繼續反政府、反建
制派，以利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實現奪
權變天。
正因為如此，反對派千方百計要阻礙派錢，讓市

民得不到喘息，生活不能好轉；那些黑衣暴徒則有
大條道理擲燃燒彈，大肆破壞。市民對此必須頭腦
清醒，保持警惕，同心同德，支持特區政府抗疫，
支持通過財政預算案紓困惠民，正氣一定壓倒邪
氣。疫情一定會得到控制，香港定能重現新景象。
今年預算案除了慷慨派錢，政府理財理念亦有轉
變，做到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應使則使，更加可
貴，絕大多數港人都「收貨」。

預算案一向把公務員開支作為其中一部分，整體
交由立法會審議。反對派硬要把對警隊撥款與派錢
分開處理，否則就不會通過預算案，將拉布到底。
抗疫是香港當務之急，現在最需要全港各界同舟共
濟，不應該再無休止搞政治鬥爭、撕裂社會，否則
的話，延誤抗疫、阻礙經濟復甦，對市民沒有任何
好處。

善用資源投資創科
今年預算案還宣佈，接納專家小組建議，在「未來

基金」撥出220億元成立名為「香港增長組合」的投
資組合，以投資在與香港有關連的公司、項目或基
金。2016設立總值2,000億元的「未來基金」，回報

不俗，首兩年的綜合投資回報率分別為4.5%及
9.6%。香港雖然擁有豐厚財政儲備，但如果年年派
錢，卻沒有高收入，很快就坐食山崩。善用「未來基
金」，投資具增長潛力的創科項目，包括生物醫藥、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等，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建設的項目，推動本港產業升級，增強本港
整體競爭力，「未來基金」也會如新加坡淡馬錫基金
一樣，取得豐厚回報，回饋市民。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下有危亦有機，本港已經出

現各個抗疫的創新項目，例如運用納米纖維技術製造
醫護用品和儀器，這些項目相信會是「未來基金」投
資的目標。特區政府善用資源，不因循守舊，大膽投
資未來，長遠提振經濟，香港明天會更好。

內地新冠肺炎疫情趨於緩解，但形勢依然嚴峻。
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於2月21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研究統籌做
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會議強調，目前
疫情蔓延勢頭得到初步遏制，但全國疫情發展拐點
尚未到來，要求毫不放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並要
求有序推動復工復產，暢通經濟社會循環。
中國在統籌疫情防控方面，緊急動員、齊心協

力，疫情防控階段性進展和總體態勢向好，展現出
中國積極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和地區公
共衛生安全的巨大努力。中央毫不放鬆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並要求要建立與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
會運行秩序，有序推動復工復產，對全球經濟復甦
意義重大。

各國期待中國復工復產
只要能夠嚴格控制疫情，不使之反彈，在此前提

下，逐步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秩序，不僅是應該
的，也是可能的。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盡快穩步恢
復生產的可能與條件，必須果斷進入恢復經濟社會
秩序階段。最近，中國多地在統籌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積極推動復工復產。中國工業生產的恢復，
也包括社會運行、生活節奏的復甦，這使遙感衛星
的「熱值」觀測資料快速上升。看着中國大地從一
片沉寂到標示「熱度」的紅點迅速擴大，就像一名
暫時蟄伏的善跑者，正在逐漸舒展筋骨、釋放能

量。
例如，金山區境內的上海化工區是國家級經濟技

術開發區、國家首批新型工業化示範基地，也是亞
洲最大、最集中的高水平石化基地，從2月10日起
陸續復工，目前上海化工區園內企業復工復產已接
近100%。
全球供應環環相扣，若一地出現問題，便很容易

火燒連環船，其他國家的生產和經濟同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報道，各國不少廠商因為缺乏中國
生產的原料零件而影響生產，當地經濟增長和企業
盈利亦受影響。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服務鏈中，中國的作用
最重要，比重最大。中國的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比
重接近30%，也是全世界製造業產業體系最完備的
國家，全球製造業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
小類一應俱全，中國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產業集群與
產業體系。現在，各個國家都非常希望中國盡快復
工復產，因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不可替
代，直接影響到其他關聯國家製造業的正常運行。

停工一天中國損失2700億
近年對中國遊客和商業更為依賴的亞洲經濟體正

受影響，新加坡將全年經濟預期從1.5％下調至
0.5％，泰國則估計今年遊客人數會下降13%。越南
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1月份的出口額按年下降
17.4%，為中美貿易戰以來的第二低水平。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不久前在
20國集團財長會議上預計，疫症將減慢全球今年經
濟增長0.1個百分點，中國全年增長更會減少0.4個
百分點至5.6%。
中國消費潛力非常大，這也是全球最大市場紅

利。中國被疫情遏抑的潛在消費需求、疫情過後出
現的補償性消費需求等都會釋放出來，必將推動全
球消費市場，有助推動對中國遊客和商業更為依賴
的亞洲經濟體復甦。而中國的5G技術又會創造出很
多新的消費需求、新的商業場景、生活應用場景，
又會進一步激發全球消費需求。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9年中國GDP總量

是99萬億元人民幣計算，全國每天創造的價值就是
2,700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每推遲一天上班，全
國就會損失2,700億元人民幣。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
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發文
稱，企業的產品生產不出來，生產出來又流通不出
去，資金不能及時收回來，就無法保障員工工資。文
章稱，「就怕疫情沒有了，工廠也沒有了，社會失去
了造血的機器，這比起疫情本身其實更可怕！」
中國抗疫與復工兼顧，抓緊防疫抗疫的同時，逐

步全力復工復產，穩定全球產業鏈、暢通國際供應
鏈，保障國際貿易和產能合作平穩有序，讓世界看
到了中國疫情防控的積極成效與中國經濟的巨大韌
性和潛力，更看到了中國展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中國抗疫與復工兼顧展現全球擔當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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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務員陸續復工，亦有不少企業或公司的員
工相繼減少在家工作。可以說，防疫戰步入新階
段。
防疫戰中，集體運輸是一個重要部分。以2月14

日啟用的屯馬線一期為例，由於受疫情影響，學校
停課、加上在家工作者眾，當時可以評價屯馬線
「運作暢順」，但不能作準。

從觀察所見，在本周開始，鑽石山站在繁忙時段
的人流，明顯較啟用後的兩個星期多，不少乘客透
過屯馬線轉乘觀塘線，在轉乘的通道、月台擠滿了

人，這是社會各持份者在啟用當日已經「溫馨提
示」港鐵和政府必須留意的事情。
然而，在啟用後的兩個多星期，港鐵及政府仍未

有詳細交代屯馬線一期在復工、復課方面的應對措
施，如何確保不會出現「迫爆」鑽石山站及觀塘線
等情況。
雖然市民陸續復工，但疫症仍然肆虐，各方不能

鬆懈。在集體運輸方面，如何確保客運流轉迅速，
而不出現長時間聚集過多人流，防範增加疫症擴散
的風險，是港鐵及政府必須做好的工作。

筆者希望港鐵及政府盡快詳細交代
屯馬線一期的情況及評估，以及面對
陸續復工、預計4月復課時，有什麼有效疏導人
流、加強防疫的措施。
疫症仍然肆虐，除了屯馬線一期外，港鐵各線路

的轉乘站或一些較繁忙的車站（例如金鐘站、旺角
站等），亦要考慮加快客運流轉，盡量減少乘客長
時間聚集，並加強防疫措施，例如應強制乘客佩戴
口罩、在入閘位置量度體溫、加強站內消毒等，避
免在集體運輸中出現大規模的疫症傳播。

港鐵要加強復工復課的防疫準備
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黎智英、李卓人和楊森於2月28日被警方落案起
訴參與去年8月31日的非法集會，其中黎更被控於
2017年刑事恐嚇一名記者。三人的外國盟友得悉事
件後齊聲咆哮。

一如以往，由羅傑斯（Benedict Rogers）一手操
持的英國「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率先惡
言謾駡。羅傑斯抹黑香港警隊早有前科，他在今年
1月作出虛假指控，指稱香港警察在英國駐香港領事
館外拘捕一名示威者屬「無視外交禮節」的行為，
結果被英國外交部駁斥「言論謬誤」；現在又故態
復萌，聲稱三人被捕的事件「令人髮指」。不過，
這次他主要借其兩名得力走卒的嘴巴來抹黑香港警
方，也就是前港督彭定康和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
（David Alton）。

彭定康和奧爾頓這次的評論貌似出自羅傑斯的手
筆，但評論以二人名義發表，他們就必須要為那些
謬論負責。
彭定康指控香港政府奉「北京共產黨當局的旨

意」而「枉法」拘捕三人。奧爾頓則呼籲英國政府
和各界發聲「要求當局撤銷對三人的控罪」。
彭定康清楚了解，在香港和英國都無人可凌駕法

律，即使疑犯有社會地位、有外國政客撐腰，只要
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且檢控合乎公眾利益，案件
就定當進入司法程序。彭定康的言論暗示有地位和
影響力的疑犯可以逍遙法外，他無疑是公然無視法

治，這是香港和英國檢控官都無法容
忍的。
彭定康指控香港的執法行動乃北京

的指令，這樣毫無根據地肆意詆毀香
港專業檢控官隊伍，乃無恥之極。這
種低劣的誹謗讓彭定康名譽掃地，也
活脫脫地暴露出「香港觀察」慣於顛
倒黑白、妄圖操縱輿論的醜陋真面
目。
事實是：根據基本法（第 63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
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
政司獨立行使檢控酌情權，並且像英
國的律政部門一樣不受任何人干預。
因此，彭定康下次想向檢控官潑污水
時，最好先熟悉一下《基本法》，免得出洋相。

奧爾頓的「仇中症」不及彭定康嚴重，但他在政
治上有點幼稚，所以對羅傑斯而言很有利用價值。
他在英國上議院是一個閒角，但卻強出頭，在去年
11月區議會選舉期間現身香港，自己委任自己為
「選舉觀察員」。從那時起，他就跟着「香港觀
察」鸚鵡學舌，在英國為反中運動吶喊。

奧爾頓這次抹黑香港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他游說英國政府「及其他國際力量」，要求施
壓迫使香港當局放棄檢控，此舉很可能已經犯法。

他要求其他人干預即將上庭開審的案件，可能已干
犯煽惑他人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就算他只是受了
羅傑斯的擺佈，也不能構成申辯的理由，他下次來
香港時，如果還能成功入境的話，很可能會被要求
配合警方進行調查。
香港的刑事檢控程序公正獨立、不偏不倚，這是

香港之福。我們的刑事檢控隊伍不該受到倫敦那些
無足輕重、過氣政客的嘲諷。
（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

《中國日報》上。）

彭定康之流詆毀香港法治出盡洋相
江樂士

■日前，一批香港市民於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美國駐香港和澳門總
領事館，抗議美國政界人士聲援日前被香港警方落案起訴的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等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