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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危重症病例清零
張伯禮：疫情難戛然而止 秋冬或有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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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聰 綜合

報道）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24日表

示，4月23日0時至24時，內地報告新增

確診病例6例，其中2例為境外輸入病例，

4例為本土病例。他表示，湖北現有確診病例首次降至50例以下，連續20天無新

增確診和疑似病例；近10日，全國現有境外輸入病例逐步下降，但仍有境外輸入

關聯本土確診病例報告。此外，隨着最後一例重症患者新冠肺炎治癒，武漢重症病

例在24日實現清零。另據湖北省衛健委24日通報，該省危重症病例也實現清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24日在北京就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相關言論作出回應：蓬佩奧先
生不要以為自己在對外表態時，只要加
上「可能」這個詞就可以任意栽贓。他
的這些話毫無事實依據，完全是為了嫁
禍於人而信口開河，與當前國際社會的
普遍共識更是背道而馳。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據報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3日接受採
訪時稱，中國政府可能早在去年11月就
掌握第一批病例，至少在去年12月中旬

前就掌握。他們遲緩地告知世界上其他
人，包括世衛組織。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耿爽回應稱，蓬佩奧先生不要以為自己

在對外表態時，只要加上「可能」這個詞
就可以任意栽贓。他的這些話毫無事實依
據，完全是為了嫁禍於人而信口開河，與
當前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更是背道而馳。

強調自始至終公開透明負責
耿爽表示，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問題上始終秉持公開、透明、負責任的
態度。中方第一時間向世衛組織報告疫

情，第一時間同世界各國分享新冠病毒
基因序列，第一時間同國際社會開展疫
情防控合作。
耿爽介紹，此前，中方已經以時間線的

方式詳細介紹了自去年12月底以來，中方
及時發佈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經驗、推進
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等方面的主要事實。
耿爽強調，我們希望美方個別人尊重

科學，尊重事實，尊重國際公論，停止
詆毀他國。他應當明白，美方的當務之
急是聚焦國內疫情防控，加強抗疫國際
合作，而不是混淆視聽，轉嫁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
考察時，就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發展作出重
要指示。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的
重要指示精神，指明了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關鍵，必將有力指引各地全面推進復工復
產的好勢頭，鞏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盤。
文章指出，在穩步推進全面復工復產之

際，我們要利用和發揮製造業在經濟社會發展
中的關鍵作用，托穩經濟底盤，打通產業循
環，加速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步入正軌。
文章強調，把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做實
做強做優，要一手抓改革，一手靠創新，兩線
佈局，雙輪驅動。要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抓住疫情催生諸多新業態新模式的機遇，

提供新產品，滿足新需求，解決供需結構性錯
位，推動製造業全面升級。圍繞產業鏈部署創
新鏈、圍繞創新鏈佈局產業鏈，創造出更多的
核心技術，並在創意、設計、研發、推廣等
「軟實力」方面持續優化，不斷推動製造業在
關鍵領域取得突破。
當前，受疫情衝擊影響，中小微企業遇到

許多困難。譬如，供應鏈受阻、資金鏈緊張、
訂單量減少等。作為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
骨幹，大型龍頭企業要發揮主力軍作用，在抓
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帶動上下游產業
和中小企業全面復工復產，不失時機暢通產業
循環、市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讓經濟動起
來更要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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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報哈醫大一院行程 遼醫生抗體檢測陽性

遼寧省衛生健康委24日發佈消息指，遼寧省人民醫院1名醫
生隱瞞本月12日至17日赴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一院陪護家人的
情況，返回瀋陽後依然到醫院上班，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一院此
前曾出現院內感染。23日測試後，其核酸檢測為陰性，血清抗
體檢測IgM陽性、IgG陰性，即抗體形成已經有一段時間。遼寧
衛健委責成省人民醫院按照有關規定對該醫生給予相應處理。

由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研發的新型冠狀
病毒滅活疫苗24日正式進入Ⅱ期臨床研究。截至4月23日，
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已完成第一階段前三個年齡組96人
的疫苗接種，目前接種情況顯示安全性良好。持續的安全性觀
察仍在進行中。

新冠滅活疫苗進入Ⅱ期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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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8282,,804804

累計境外輸入：1,618
相比4月22日：+2

尚在醫學觀察無症狀感染者：979
相比4月22日：-5
當日轉為確診：3
當日解除隔離：36

累計死亡病例：4,632
相比4月22日：+0

現有重症病例：57

註：截至4月23日24時

資料來源：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官方網站

國家衛健委統計的數據顯示，23日，內地新
增確診病例6例，其中2例為境外輸入病

例，分別為吉林1例，上海1例；4例為本土病
例，分別為黑龍江3例，廣東1例；無新增死亡病
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為境外輸入上海疑似
病例。
米鋒表示，近10日，內地現有境外輸入病例逐
步下降，但仍有境外輸入關聯本土確診病例報告。
要全面查清確診、疑似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密切
接觸者等行動軌跡，精準圍堵、消除隱患。
針對新冠肺炎的防控形勢，中國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在做客視頻訪談時表
示，按照目前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形勢來看，新冠
肺炎疫情很難像SARS一樣戛然而止，預計今年
秋冬還會有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未來一到
兩年內不會止住，但預計一到兩年後疫苗會出
來，經過普種疫苗以後逐步可以把其控制住。」

連花清瘟在多國註冊銷售
張伯禮介紹，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醫藥
介入較深，全國一共有8萬多確診患者，中醫介
入治療的佔了7萬多，佔了總數的91%；在湖北
介入了90%以上的患者，他們都不同程度地使用
了中醫藥。
「中醫在輕症病人治療有優勢，可以縮短病人
症狀持續時間，可以縮短病人核酸轉陰時間，提
高肺裡炎症的吸收程度，提高治癒率。」張伯禮

表示，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醫在實踐中研製
了清肺排毒、化濕敗毒、宣肺敗毒三個臨床經驗
方。其中，有兩個藥已經獲得臨床批件，一個藥
正在申報當中。
當疫情在全球蔓延時，中醫藥戰「疫」經驗也
走出國門。張伯禮透露，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
海外對中醫藥的理解、需求、興趣都比以往高得
多。有些國家，如泰國已經批准了連花清瘟註
冊，厄瓜多爾也批准了它作為藥品註冊，可以銷
售了；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像俄羅斯、葡萄牙等國
家正在審批之中。

籲歐洲國家隔離應更嚴格
對於未來國際疫情趨勢，張伯禮分析，現在全
球疫情分為幾種情況：有些國家已開始趨緩，比
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有些國
家還在發展中，像美國表現最為突出，每天還在
高增長；現在大家最擔心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
印度和非洲國家。
「有人說下一波很有可能是發展中國家，這個
危險是存在的。」張伯禮表示，印度和非洲國
家，現在病人不是很多，有可能是真的不多，但
也有可能是因為檢測能力不夠，沒有發現所有病
人，這是最令人擔憂的。對於海外疫情的拐點，
張伯禮稱，希望歐洲國家隔離再嚴格一點，讓拐
點正式拐過來。「只要嚴格隔離，有1-2個月的
時間，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效果。」

中方斥美國務卿言論：
嫁禍於人 信口開河

做實做強做優製造業
鞏固經濟發展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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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舉行第十六次內務委員會，
主持會議的公民黨郭榮鏗繼續聯同其他泛
暴派議員拉布，令會議仍未進入選舉主席
程序。他更聲言「其他人說三道四也不會影
響我」。郭榮鏗完全無視國務院港澳辦及香
港中聯辦早前連發4文譴責和警告，擺出一
副與中央對着幹的囂張姿態，其他泛暴派
議員亦繼續力撐郭榮鏗，聲言「越打壓越反
抗」，這都證明，郭榮鏗等人漠視中央對港
全面管治權，違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區的誓言，不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
必須承擔違反誓言的法律責任。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近期連續發表5篇
聲明，其中4篇均提到郭榮鏗主持內會主席
選舉的拉布手法，譴責郭榮鏗將事關香港市
民切身利益的大量法案議案統統擱置，是蓄
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內會
昨日第十六次會議，就是社會各界觀察郭榮
鏗會否珍惜改弦更張的機會。可惜，郭榮鏗
依然故我，繼續濫權處理其他泛暴派提出的
所謂「議案」，繼續讓內會毫無進展。會後，
郭榮鏗聲言，不會猜測何時能選主席，更含
沙射影聲稱議會並非要「靠嚇」。很明顯，郭
榮鏗等泛暴派不把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
辦的警告放在眼裡，一意孤行，癱瘓議會，
攬炒香港。

事實上，郭榮鏗倘照足議事規則及慣例
主持內會選舉主席的程序，理應在第一次
會議就啟動選舉主席，但他一直夥同其他
泛暴派議員拉布，屬絕對的行為失當，違
反基本法及立法會議事規則。中央有權有

責監督立法會正當行使基本法賦予的立法
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中央對郭榮鏗拉
布惡行直斥其非，獲得本港各界、廣大市
民的一致歡迎和支持。

面對中央的嚴正警告，郭榮鏗和其他泛
暴派中人冥頑不靈，搬出所謂「爭取民主
自由」作擋箭牌，企圖混淆是非、誤導市
民，為自己胡作非為編造借口。對此等反
智言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言，泛
暴派繼續「不知好歹」，惡意癱瘓立法
會，最後中央就要出手。

郭榮鏗囂張跋扈的言行，已明顯觸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違背立法會就
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誓詞。根據全國人
大常委會2016年就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中
指出，宣誓是宣誓人以公開聲明的方式對
國家和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具有法律約
束力，違反誓言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就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而言，依法宣誓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項法律承諾。
宣誓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行為，宣誓人
必須真正贊同、真誠信奉誓言要求，並決
心遵守誓言，同時也公開表明如果違反誓
言，願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郭榮鏗等
人公然詆毀兩辦聲明，對抗中央，不可能
真誠信奉誓言要求，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
律責任。

郭榮鏗與中央為敵 須承擔法律責任
去年7月，時任立法會議員的區諾軒以揚聲器

襲警，早前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成，昨日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被判140小時社會服務令。區諾軒時
為立法會議員，知法犯法，本應罪加一等，竟獲
輕判，對遏止違法暴力毫無阻嚇力，只會助長暴
力歪風。區諾軒庭上求情稱後悔內疚，庭外卻聲
言自己無罪要上訴，更加證明他口是心非，不尊
重法治。政府應就區諾軒的刑期提出上訴，讓其
接受必要而嚴厲的刑罰，向社會傳遞違法必將付
出沉重代價的信息，提醒年輕人切莫以身試法，
勿做暴力亂港的「炮灰」。

去年 7 月，反修例風波引起的街頭暴力抗爭
來勢洶洶，當時仍是立法會議員的區諾軒，利
用議員的身份肆無忌憚挑戰警方執法，不但以
粗言穢語侮辱警員，更用手持的大聲公衝擊警
方防線。正因為區諾軒之流的泛暴政客帶頭違
法，充當暴徒的保護傘，為暴力火上加油，令
到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氾濫成災，本港法治穩
定遭受重創。

襲警在任何法治社會都是嚴重罪行，區諾軒當
時身為立法會議員，不但沒以身作則尊重法治，
反而明目張膽襲警，就更應受到重判，才能以儆
效尤。如今只獲判社會服務令，違法代價輕微，
難以發揮以法止暴的效果。區諾軒還是大學講
師，為人師表，對學生有巨大影響力，他違法而
代價輕微，會否引致學生及其他年輕人走上違法
暴力的歪路，不能不令人擔憂。

更不可接受的是，法官在判刑時引述區諾軒
的感化報告中，感化官形容區態度合作，「有悔
意」並「願意承擔後果」，建議判處中等程度的
服務令時數。法庭接納了感化官報告的建議。但

是，在判刑確定、出了法庭，區諾軒立即聲稱，
「堅信自己無罪，將就定罪提上訴」，更與一眾
支持者舉起印有「控罪無理」、「政治打壓」字
眼的宣傳海報。區諾軒的言行，令人質疑他如何
「有悔意、願意承擔後果」，其中是否存在欺騙
法庭、換取輕判的可能，市民看得清清楚楚，希
望法官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區諾軒的辯護律師在求情時稱，區諾軒準備
前往日本深造就讀博士課程，預計今年 9 月開
學，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社會服務令後前往日本。
既然區諾軒那麼在乎自己的學業和前途，為何鋌
而走險，不惜干犯襲警的刑事罪行，早知今日，
又何必當初？留學深造絕不能成為逃避法律制
裁、減輕刑期的理由，反而更顯區諾軒毫無悔
意，千方百計尋找借口推卸罪責。

昨日另有一宗案件，一名21歲青年早前承認
侮辱國旗罪，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
認為判刑過輕及未能反映刑責，向高等法院提出
覆核刑期申請上訴，結果被告被改監禁20天。
雖然此案與區諾軒案不同，但有關判決可警醒普
通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
法。而且，普通年輕人可沒區諾軒那麼「幸
運」，犯法有資深大狀出頭辯護、爭取輕判，日
後還可留洋「鍍金」，區諾軒「留案底人生更精
彩」，普通年輕人則淪為階下囚，一生蒙污。

年輕人為自己、為香港的未來，不要再被區
諾軒、泛暴派散播的「違法達義、以武抗暴」歪
理迷惑，必須堅決與違法暴力切割。律政司則應
向高等法院提出覆核刑期申請上訴，讓區諾軒獲
得與其違法後果相稱的刑罰，彰顯法治公義，遏
止暴力氾濫。

區諾軒知法犯法口是心非豈能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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