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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前晚宣佈對首都馬尼

拉實行「封城」，下周日（15日）起禁止本土進出該市海、陸、空交

通，為期1個月。有香港外傭中介公司昨日表示，該措施將令部分菲傭未

能來港工作，希望菲律賓當局能在「封城」下放寬菲傭出國工作的安

排。該中介公司並指，疫情已令港人聘請外傭的意慾減少，若最終馬尼拉「封城」不止一個月，影響將非常大。

馬尼拉明封城 菲傭難到港
已獲簽證仍可成行 手續未完需待解封

鄂緊急個案158宗
政府料再派第二批包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特區政府
3月初安排4班包機接回武漢及周邊地區
469名港人，工聯會昨日約見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陳帥夫，表示在首批滯鄂港人
返港後，與工聯會聯絡的緊急個案由101
個增至158個，並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落實
下一輪包機安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工聯會新界
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工聯會屯門社區
主任陳文偉昨日與陳帥夫會面。鄧家彪會
後表示，首批滯鄂港人返港後，與工聯會
聯絡的緊急個案增至158個。工聯會屯門
地區服務處社區主任陳文偉就列舉了部分
向工聯會求助的緊急個案，包括有11歲兒
童滯留湖北，而父母均在港等個案。
工聯會認為，內地疫情已大幅緩和，武

漢市已出現連日新增病患個案增加僅為個
位數，而湖北不少地區已經超過一星期零
增長，故要求希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盡快
安排第二批在鄂市民回港，特別是武漢市
鄰近的咸寧、黄石、黃岡、鄂州、荊州、
孝感地區。同時工聯會希望特區政府積極
考慮以宜昌、恩施、襄陽等機場包機方

案，或以高鐵等其他方
案，接載湖北省西部及北
部的市民回港，並減少進
入武漢市內。
他們引述局方表示，第

二次的接載安排將繼續以
武漢市的機場為基礎，並
會優先考慮各城市的緊急
個案，如有醫療需要或幼
童家庭等；特區政府亦會
檢視香港檢疫中心的使用
情況，盡快安排第二次接
載的細節。
鄧家彪透露，已有不少

武漢及周邊地區港人接獲
入境處確認個人資料的通知，相信特區政
府或已在進行點算乘包機人數的工作，估
計可在本月內派出第二批包機。有一名在
武漢接受換腎治療的港人前日獲准出院，
特區政府已承諾他可以乘第二批包機回
港。

鄧家彪促提供時間表

他呼籲特區政府能盡快安排下一輪包
機，就算不能說明確切時間，亦可提供整
體時間表，令市民安心。
鄧家彪並擔心，一些身體虛弱的滯鄂港

人不能得到及時、適切的治療，工聯會已
聯絡當地政府，希望妥善安排醫生等。倘
該人要負擔沉重醫藥費，工聯會亦願意聯
絡慈善機構幫其跨境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昨日透露，一名在英港人
與同住女友均出現病徵，且病情每況
愈下，但始終未能成功靠英國當局提
供的途徑測試及求診。葛珮帆即時聯
絡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香港特區政府
入境處已經與身在倫敦的事主及其母
親聯絡，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亦正積極
提供協助。她認為目前有大量港人在
英，相信事主的遭遇並非單一事件，
要求特區政府正視並盡快找出對策。

當地專線無人覆
葛珮帆昨日透露，向她求助者為當

事人在港的母親，表示其兒子現時於
英國倫敦留學，在當地與女朋友同
住。個多星期前，事主開始出現新冠
肺炎病徵，令他懷疑自己受到感染。
但英國當局僅會為與確診患者親密接
觸者進行病毒測試，故事主只能在家
中自我隔離，未能證實自己是否已患

上新冠肺炎。
其後，事主女友的老師證實患上新

冠肺炎，女友亦開始出現相關病徵。
事主曾致電當地的私家診所求助，但
因涉及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而被拒絕求
診。在致電當地專線尋求協助時，先
是被告知將會在48小時內得到回覆，
及會郵寄有關測試予事主，但事主一
星期後仍未獲回覆，再致電求助時已
無法接通。
葛珮帆指出，現時兩人情況每況愈

下，由最初只有普通感冒病徵到現時
會暈眩及肚瀉。在無法求診及進行病
毒測試的情況下，事主透過母親向自
己求助。

駐英使館正積極供協助
在收到求助後，她馬上聯絡特區政

府相關部門，而入境處已經與在倫敦
的事主及其母親聯絡，及在事主同意
下要求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提供協助，
大使館正密切跟進中。
葛珮帆表示，目前有大量港人在英

國留學，相信事主的遭遇，非單一事
件，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以及盡
快找出對策，並提醒在外港人如需協
助，可致電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
民小組」的24小時求助熱線(+852
1868)，或中國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
服務應急呼叫中心24小時求助熱線(+
86 10 1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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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月13日上午為止，菲律賓境內累
積52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其中5人

死亡，雖然絕大多數病例均屬境外傳入或
有明確接觸史，但隨着本地疫情的不斷加
劇，已有三分之一確診個案屬「感染源不
明」的社區感染病例。是次禁令主要針對
1,200萬人口的馬尼拉首都都會區，因菲律
賓逾七成確診病例均在該處發生，菲律賓
期望馬尼拉國內海陸空航班暫停、企業遠
端或輪班勤務等，能大規模減緩「交通人
流」與「城鄉移動」所導致的疫情增溫。
得成女傭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翠蘭表
示，馬尼拉「封城」或會令部分菲傭未能
來港工作。
她指出，當地的女傭訓練中心已關閉，
故女傭辦理相關證書及申請簽證的手續亦
會有所延誤，目前只能希望菲律賓當局在
「封城」之下，能放寬菲傭出國工作安

排。
至於已獲發簽證來港的菲傭，廖翠蘭表

示，得知「封城」消息後已立即聯絡當地
中介，要求將會來港的菲傭於周日前抵達
馬尼拉，希望她們能趕及乘搭明天航班來
港。
不過，她亦指暫未完全清楚禁令內容，
據知如已辦好手續，就算已「封城」仍可
來港，「暫時了解是這樣，但即使如此，
政策也可能日日改，話唔埋。」
至於未能趕及批出來港簽證的菲傭，或
暫時未能來港，可能要待馬尼拉「解封」
後才能復辦簽證來港工作，「如果只係封
一個月，影響都唔算好大，希望一個月後
解禁啦。」

港人減聘外傭意慾
廖翠蘭亦指，許多港人在疫情下均留在

家，以致聘請外傭意慾大減，「有些本來
打算聘請的都暫時打消念頭，另有個案本
來聘請三四名外傭，但其中有一名剛好完
約都無再續，減少聘請數目了。」
她續說，不少僱主都害怕外傭於休息日
外出聚會會增加感染機會，但許多外傭卻
一意孤行，「我們與僱主都勸她們不要出
去，她們始終不聽，部分更表明即使被解
僱也在所不惜。」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則

希望僱主能理解菲律賓的「封城」措施，
並指此舉反可令僱主免除外傭一旦已受感
染，甫上班即傳染的憂慮，「封城代表疫
情不簡單，所以就算已簽約都最好別讓她
立即上班，以保障家人。」
她促請特區政府能為由菲律賓來港的外

傭提供14天隔離檢疫措施，以減低外傭傳
染本地家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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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接獲在英港人求助。
受訪者供圖

■ 陸頌雄、鄧家彪及陳文偉與陳帥夫討論政府協助在湖北
港人返港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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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迅速蔓延，引發環球
股市恐慌性下跌。中國人民銀行在昨日傍晚
宣佈，下周一（3月16日）起定向降準，釋放
長期資金5500億元人民幣。人行今次定向降
準是對疫後復工復產對症下藥，降低企業融
資成本，預料可對經濟恢復發揮顯著作用。
相比之下，歐美在疫情加劇、信心虛怯的背
景下，大量放水根本「落錯藥」，難以扭轉
市場跌勢。內地疫情基本受控，經濟逐漸恢
復正常，對本港是利好消息，兩地疫情穩定
後，政府須早日爭取與內地恢復正常人員和
商務往來，帶動本港走出低谷，助打工仔早
日度過最艱難時刻。

內地今次降準的特點是普惠金融、定向降
準。所謂普惠金融，包括農戶生產貸款、貧
困人口貸款、創業擔保貸款、小微企業貸款
等領域。人行表示，此次定向降準是為了支
持實體經濟有穩定資金來源，促進銀行降低
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借貸成本。此次的
貨幣政策招數，重點是扶持企業，促進生
產，不搞大水漫灌，更不是為了「托市」。

疫情衝擊下，消費停頓，經濟萎縮在所難
免。要提振經濟，首先要遏止疫情惡化。內
地早於1月底2月初就採取果斷措施「封城」
抗疫，調集全國醫護和資源馳援湖北和武
漢，眾志成城，全民抗疫。春節後，市場早
就預計內地降息降準，但一直未有行動，直
至本月13日，內地31個省市區新增確診病例
下降至個位數，而且主要是境外輸入個案，
疫情高峰期明顯過去，人行才宣佈定向降
準。這充分體現內地把防疫放在第一位的正

確思路，只有疫情控制住了，市場情緒才能
穩定，經濟活動才能重新恢復。下一步的工
作重點，就是協助企業復工復產，此時人行
定向降準，為企業生產和生活消費注入活
水，政策方向準確，效果將很快顯現。星巴
克中國咖啡創新產業園昨日在江蘇昆山舉行
項目簽約，正正反映了市場對中國疫情穩
定、經濟看好的信心。

相比而言，歐美多國面對疫情帶來的金融
市場恐慌性下跌，大手放水「救市」，則顯
得藥石亂投。美聯儲本月3日突然緊急減息半
厘，一般預期本月18日的議息會議會再次減
息；歐洲央行加碼購1200億歐元資產，澳洲
央行透過回購操作注入88億澳元。問題是，
現時市場並非缺乏流動性，而是在疫情急劇
蔓延的情況下，各國大範圍停工、停市，對
企業帶來難以估量的衝擊。市場和民眾對防
疫缺乏信心，再如何放水都難以紓緩市場的
焦慮，只能浪費子彈。美聯儲推出至少 1.22
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都未能阻止美股下
挫，再度發生「熔斷」，足見一斑。

本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全球大環境風雨
飄搖，本港經濟難免受重創。受疫情影響，
各國人員往來暫停，旅遊、零售、餐飲業苦
不堪言，根本難以為繼，倒閉潮已迫在眉
睫。因此，隨內地疫情明顯受控，各省市
陸續復工、復產，並採取措施激活市場，特
區政府要有前瞻性地作出部署，有序逐步解
除對內地人士的檢疫措施，恢復兩地正常人
員往來，為本港旅遊、零售等行業引入活
水，讓業界有喘息之機，逐步擺脫困局。

定向降準對症下藥 港要抓住內地復常機遇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歪曲事實抹黑警

方，引發各界不滿和譴責。昨日港台顧問委
員會與廣播處處長梁家榮開會，並提出多項
治理建議。港台節目立場偏頗、誤導觀眾，
與《港台約章》的宗旨和承諾背道而馳，但
港台一直以「新聞自由、編輯自主」作為擋
箭牌，猶如「獨立王國」，多年來頑疾難
改。港台作為政府部門，不斷製造矛盾、撕
裂社會，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下決心大
刀闊斧改革，根治沉痾。

《頭條新聞》以挖苦政府官員、建制派以
及內地為能事，被形容為「陰陽怪氣」「低
級趣味」，但《頭條新聞》從不收斂，反而
變本加厲。去年以來有關修例風波、防疫抗
疫的報道、評論，美化暴徒、醜化警方，關
鍵是報道和評論並非基於事實，不符合作為
新聞機構的原則和操守。

《港台約章》規定，港台承諾「提供準確
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以
加強市民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識；增加
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的
認識；以及提供讓市民了解社會和國家的節
目 ， 培 養 市 民 對 公 民 及 國 民 身 份 的 認 同
感」。香港是包容開放社會，港台作為新聞
機構，發表多元聲音很正常，但基本原則是
不可以發放失實錯誤的信息。《頭條新聞》
的一些節目之所以引起社會強烈不滿，是因
為節目基於不實甚至捏造事實，在根本上違
背公正、持平的原則要求，明顯違反《港台
約章》，有負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不少社
會人士還質問： 「《頭條新聞》有過諷刺暴

徒、反對暴力嗎？」
更令人失望的是，面對社會各界對《頭條

新聞》有關節目的批評，身為港台負責人的
廣播處處長以公開信回應，辯解《頭條新
聞》只是針砭時弊，「借社會熱話，反映社
會脈搏和讓觀眾舒氣釋懷」；當港台顧問委
員會向廣播處長反映市民投訴、提出建議
時，港台有工會迫不及待質疑顧委會有僭越
《港台約章》賦予權力之嫌。這些所謂「針
砭時弊」「讓觀眾釋懷」以及「干預編採」
的說法，包庇護短之心躍然紙上。只許港台
詆譭警方、不准他人投訴港台，港台是針插
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港台傚法的鼻祖英國廣播公司(BBC)，2010
年有主持人在節目中開玩笑，說英女王伊利沙
伯二世去世，引發英國民眾不安，BBC被迫道
歉，英國廣電監管部門批評節目主持人的言論
「病態」；2016年，英女王90歲大壽，BBC
一個電台節目又諷刺女王，激起公眾不滿，主
持人亦要就事件道歉。BBC尚且知衰道歉，改
過自新，相比之下，港台從不承認不足，更不
虛心接受批評，故步自封，聽眾觀眾不斷流
失。審計署報告數據顯示，港台電視2018年頭
6 個月的平均收視率為 0.1（即 6000 多名觀
眾），而港台每年花費10億元公帑。

港台改革刻不容緩，否則病入膏肓。港台
已經更換過多任廣播處長，但不僅無起色，
反而每況愈下，政府尤其是商經局必須拿出
擔當，敢作為，全面檢討港台定位，迎難而
上推動改革，讓港台不折不扣執行《港台約
章》的服務承諾。

政府須大刀闊斧根治港台沉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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