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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上周六實施新一輪
防疫措施，6類公眾娛樂場所須
關閉，食肆亦要按新規定限制入
座人數和餐桌距離。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午在行政會議成員、立
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陪同下，
到鰂魚涌一幢商廈內的食肆巡
視，了解新規例的執行狀況。
林鄭月娥昨日視察了一間酒樓
及一間食店，並從負責人得悉該
處已按法例規定，落實多項減低
病毒傳播風險的措施，更自發提供外賣折
扣，及安排客人坐在面向同一方向的座位。

林鄭巡視食肆
林鄭月娥表示，酒樓及食店的顧客普遍
認同政府加強市民社交距離的目標，對各
項衛生安排無異議。她亦感謝食肆員工在
抗疫期間的努力，表示政府在制訂新一輪
援助業界的措施中，會特別關顧員工承受
的壓力。
政府昨日凌晨零時進一步禁止公眾地方

進行多於4人的群組聚集，林鄭月娥對此
表示，各項新規定無可避免為市民及相關
業界造成影響，但疫情嚴峻，有必要採取
果斷和嚴厲的措施應對，政府亦將啟動第
二輪「防疫抗疫基金」，進一步支援在疫
情中受創的行業，並已要求僱主不要在這
段期間因為抗疫措施而裁員。
她強調︰「現在是我們抗疫的關鍵時

刻，我呼籲全港市民忍耐生活上的不便，
減少外出及保持個人衛生，為自己、為香
港打贏這場抗疫戰。」

本年初，灣仔區議會撥出124萬元
撥款，委託社福機構搜購物

資，製作防疫包。首輪防疫包定於月
中開始派發，而灣仔民政處在本月20
日發出電郵叫停，指出防疫包的小冊
子資訊有數項錯誤，包括將124萬元
撥款寫成105萬元、將區議會未有定
案的項目寫在小冊子中，及將新冠肺
炎稱為「武漢肺炎」等。
另外，上周灣仔區議會開會時，也

有議員指出防疫包連最基本的「區議
會贊助」字眼亦沒有，完全是「低級
錯誤」。部分區議員批評楊雪盈事前
未有就小冊子諮詢其他議員意見，程
序上獨斷獨行，令到大家要「執手
尾」。
三名議員謝偉俊、黃宏泰及林偉
文去信民政事務總署反映事件，指
出當中牽涉嚴重的程序問題，認為

負責製作防疫包的灣仔循道衛理中
心應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要求
暫停向團體發還約59萬元的撥款。
灣仔民政專員陳天柱已同意今個財
政年度內將不會發還59萬元撥款予
有關機構。
楊雪盈隨即聲稱，民政處與建制派

是要為「武漢肺炎」四字「報復」，
又謂民政處對機構活動作「政治審
查」云云，完全無視小冊子中連番問
題。

鄧家彪：漏印一向不發還款項
對此，擁有12年區議會資歷的工
聯會新界東辦事處主任鄧家彪指
出，民政處對區議會的撥款審批相
當嚴格，凡漏印區議會名字或作個
人宣傳的活動，一律均不會發還款
項，過去曾經發生，完全不涉及政

治打壓。
他質疑，在嚴謹的審批過程中，竟

然發生如此嚴重的連串錯誤，相信公
眾也希望灣仔區議會及負責今次項目
的機構作出交代，解釋是否有人濫權
作某種政治陰謀。

何俊賢：泛暴唔理市民福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泛

暴派把持區議會後，常發生濫用區議
會平台及資源去搞政治抹黑動作，今
次對新冠肺炎的污名化也是其中一種
手法，根本沒有理會區議會本身的職
能、市民福祉等。
他指出，有關人等的政治炒作，說

到底只為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鋪路、
籠絡支持者，但經過數個月社會被停
擺的困局，市民應深思這些人是否適
合繼續服務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鑑於近日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政府日前推出《預防及控制疾
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條例》，進
一步控制群組聚集。特區政府昨日公佈，暫停
周二行政會議前門外接收請願信的安排，為期
兩周。
公告指出，行政長官在周二召開行政會議
前，於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接收請願信的

安排，將會於明日及下周二暫停。
其間，市民可將請願信電郵至ceo@ceo.gov.

hk或郵寄至香港添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辦公室。
行政長官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的安排將會繼

續進行，但會移師到地方較寬敞的政府總部地下
演講廳舉行，每間傳媒機構的代表人數及座位亦
會有特別安排，直至另行通告。

特首行會前接請願信安排停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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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到食肆視察落實防疫措施情況。旁為張宇
人（左）。

泛暴濫權硬推錯漏防疫包
資訊出錯撥款暫緩 楊雪盈老屈「政治打壓」

■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艾
爾沃德。

港台節目《脈搏》截圖

灣仔區議會早前撥出124萬元助社區抗疫，區議會主

席楊雪盈則企圖繞過程序，未經諮詢就派發資訊錯誤

的防疫包予街坊，多名建制派議員去信民政事務總署

反映問題，要求負責製作有關防疫包的機構交代來龍

去脈，並要求總署暫緩發還有關款項。楊雪盈則聲稱這是「政治打壓」。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件再次凸顯泛暴派濫權，利用公帑滿足其政治目的，認同有關機構應

交代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期位
處政治風眼的香港電台（港台）再有爭
議事件。港台英文節目《脈搏》日前藉
新冠肺炎疫情訪問世界衛生組織高層
時，突然轉談政治，問對方會否重新考
慮台灣的世衛成員資格云云。本港多名
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港台作為公營機構，屢次挑戰「一
個中國」的立場，為「台獨」分子搖旗
吶喊，企圖助長「獨派」氣焰，做法可
恥，有關部門必須嚴肅採取行動，絕對
不能姑息。
港台英文節目《脈搏》最新一集講述

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該台女記者以
視像方式訪問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
（Bruce Aylward），問及世衛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世衛
成員資格。當時艾爾沃德停頓了幾秒後表示，「聽不見
問題」。當該女記者詢問是否需要重複問題時，艾爾沃
德表示，「沒關係，可以直接下一個問題。」該女記者
依舊追問道：「我對台灣的話題很好奇……」艾爾沃德
當即掛斷了電話。等到視頻電話再次撥通，該女記者仍
未放棄，「是否能評價一下台灣在疫情方面所做的努
力？」艾爾沃德回應道：「剛剛我們已經討論過中國
了。」
對港台藉訪問提出有違「一個中國」的言論，「公營廣

播關注組」召集人彭長緯質疑，港台記者應該知道一個中
國的立場，「不應當（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去處理」，批
評該記者窮追猛打追問世衛高層，屬「挑釁」行為，「關
注組」已有成員向港台及通訊局投訴。

蔡毅：公營機構無做好本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
國家主權的大原則沒有半點退讓餘地，認為今次事件屬極

度嚴重的政治錯誤，絕對不能坐視不理，
須向廣播處長投訴，而廣播處長亦不應該
護短、包庇。
蔡毅還批評，港台作為公營機構，沒有
做好本分，維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
信，反而一手拿公帑，另一手卻處處與中
央、特區政府對着幹，有關方面必須正視
這個被騎劫的情況。

何啟明：超出「新聞自由」底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直斥，香港電

台的做法簡直是不知所謂，藉疫情的契
機，濫用公營機構的身份，為「台獨」勢
力搖旗吶喊，做法極之可恥。他強調，港
台作為公營機構的角色，應該相當清楚一

個中國的立場，及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原則。
他指出，今次事件已超出所謂「新聞自由」的底線。
在過去一段時間，港台千方百計抹黑中央、唱衰特區政
府，對「港獨」及其他「獨派」分子阿諛奉承，甚至利
用公營機構的平台撐「獨」，已經到了明目張膽地步，
廣播處長不能再龜縮，繼續盲目偏袒，應立即採取懲
處。

記者「夾帶私貨」拿台議題「碰瓷」
另外，中央電視台昨晚也發表熱評《反覆嘗試「以疫謀

獨」 依舊是死路一條》，批評香港電台該名女記者在主
題為「紐約、倫敦和意大利倫巴第大區的新冠肺炎疫情」
的訪問中，「夾帶私貨」拿台灣議題出來「碰瓷」。
文章指出，世衛已經反覆就台灣申請加入世衛表明態

度，強調世衛是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聯合國專門機
構，台灣根本沒有資格，直指該港台記者「居心叵測顯而
易見」。文章並正告台灣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是死
路一條。

■灣仔民政處指出防疫包的小冊子資訊有數項錯誤，包括將124萬元撥款寫成105萬元、
將區議會未有定案的項目寫在小冊子中，及將新冠肺炎稱為「武漢肺炎」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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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 59 宗新冠肺炎確診，累計
641宗確診個案，其中較多個案未找到感染
源頭，反映社區傳播已經相當頻繁，而且社
區大爆發的風險已經迫在眉睫。面對危機，
本港檢測能力不足、防護裝備和公立醫院床
位更趨緊張等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要解
決的地步。政府要走在疫情發展前面，以把
問題想到最壞的底線思維作出部署，爭分奪
秒調動包括大學和科研界、商界等各方力
量，立即提升檢測能力，增加醫護裝備儲
備，並且用最快時間建設臨時醫院，有備而
戰應對可能出現的社區大爆發。

隨着大量海外港人返港避疫，本港近期確
診人數飆升。自本月中旬開始，每日確診個
案以雙位數遞增。面對輸入風險大增，擴大
病毒檢測規模，是控制疫情的其中一個重要
方法。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為免公
立醫院不勝負荷，應從源頭做好檢測。放眼
全球，韓國憑大規模病毒檢測成功控制疫
情，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
認同，大量增加病毒檢測數量和速度，盡早

識別染疫的入境人士，並避免有患者進入社
區散播病毒，韓國的經驗值得本港借鏡。但
他同時指出，韓國每日可以為多達20,000人
進行病毒檢測，而本港現時的檢測能力每日
只得約 2,000 人，現有的檢測能力不足以應
付疫情惡化的需求。

梁子超指出，香港現時未能做到大規模
篩查的原因，是大部分檢測程序仍以傳統
方式透過人手在實驗室內進行。有業內人
士表示，本港擴大檢測規模最大困難在於
人手。全港有 3,000 多個化驗師，醫管局化
驗師佔8成；有醫管局化驗師反映，現時實
驗室單是每日早更就要檢測超過250個病毒
樣本，檢測能力已達上限。面對醫管局檢
測能力已到「天花板」，政府應與科研機
構合作，提高檢測效率。目前理大、科
大、港大均成功研發出快速檢測試劑及檢
測儀，當中有技術1小時內就能驗出病毒，
而且獲得國際CE認證（歐洲合格認證），
並在內地和世界不少國家使用。有本港科
技公司的檢測試劑盒已獲新加坡醫院採

用，測試結果可於 2小時至4小時內提供。
這些已經在外地經過實踐證明可靠的技
術，應該及早選擇採用，有助做到「早發
現、早隔離」。

確診個案持續大幅增加，已對本港公立
醫院構成沉重壓力。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
婉霞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近日公立醫院
病床緊張，使用率高，截至 3 月 28 日中午
已有 1,012 張負壓病床投入使用，使用率為
60%；負壓病房有 534 間，使用率為 77%。
何婉霞透露，醫管局將部分普通病房改裝
為 負 壓 規 格 病 房 ， 即 「 第 二 線 隔 離 病
房」，以收治病情穩定等候出院的確診病
人，預計有 400 張病床可在本月底投入使
用。但是，按照目前每日五六十新增確診
個案計，再增400張病床也維持不了多久。
目前，歐美正在仿效內地建立方艙醫院，
紐約等大城市紛紛徵用大型會展中心、遊
樂場以及酒店等場地改建為臨時醫院，短
時間內增加數以千計的病床，以收治激增
的新冠肺炎患者。本港即使當前情況未如

歐美般惡劣，也要做最壞打算、最充分準
備，現在就要立即決策建立臨時醫院，作
出分輕重緩急分流和收治患者的完備預
案。

本港醫護保護裝備供應也愈趨緊張，醫管
局的N95口罩不足問題最嚴重，庫存僅可維
持1個月。而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全
球各國都面臨N95口罩、防護服、呼吸機不
足的問題，都在搶購這些必需的防疫醫療設
備，本港的採購無可避免遇到困難。據了
解，醫管局向美國採購N95口罩，訂貨已遭
取消。當此關頭，廣開渠道搜購醫療防護物
資，一刻都不能遲緩。內地已加快醫療用品
的生產，世界各國各地正在向中國緊急採購
醫療物資。政府更要向中央政府求助並加強
與內地溝通協商，爭取內地在N95口罩、防
護服、呼吸機等醫療必需品提供支持，紓緩
本港醫療必需品緊絀的問題。

疫情的挑戰不容樂觀，本港沒有時間再猶
豫研判，唯有爭分奪秒坐言起行，才能在疫
情進一步惡化時，不至手足無措。

多元化擴大檢測力量 建臨時醫院增購物資 都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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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世衛談政治 港台助長「台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