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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襲擊全球，在嚴謹準確的防疫措施下，全國疫情領

先全球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抗疫過程中，亦暴露出一些公共衛

生方面的漏洞。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時表示，他們將在兩會提出建議，包括完善醫療物資儲

備制度，建立多層次、多元化儲備體系；加大創新科技在衛生

醫療領域應用；加強全民公共衛生科普等，並期望兩地能在應

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建立聯防聯治機制和科研合作體

制，從政策預防到技術攻關方面均做到強強聯合。

兩地可設機制 抗疫聯防聯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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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研究及發展）葉玉如表示，中央和地方政
府在應對此次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採取了
有效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獲世界衛生組織給
予了肯定與讚賞。但在抗疫過程中，亦顯現
出一些短板，包括緊急醫療物資緊缺、大眾
公共衛生意識缺乏等，她建議應加強應急醫
療物資戰略儲備能力，推動科研成果在衛生
醫療領域的應用，利用創新科技防疫抗疫，
同時希望加大科普力度，完善全民衛生公共
意識。
葉玉如將在此次兩會針對新冠病毒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建議。她指出，在此次抗疫過程
中，一些抗疫物資一度出現短缺，引起市民
恐慌，故建議國家應進一步完善落實醫療物
資儲備制度，建立起多層次、多元化的儲備
體系，針對不同級別的危機，保持相應規模
的醫療物資儲備，比如除各級政府需建設儲
備庫，也應安排醫療機構及特定科研機構和
企業長期儲備一定數量的應急醫療物資。
同時，政府可通過政策引導和定向採購等
方式，引導社會資源投向醫療物資儲備和生
產，令市場始終保持一定種類和數量醫療物
資的應急生產供應能力。

倡建醫療科研合作體系
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很多創新科技成
果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智能機器人在醫院
運輸物資、電子手環監察居家檢疫、視頻遠
程會診，以及大數據助力疫苗開發等。葉玉
如建議建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常規化
「醫療──科研合作體系」，針對未來可能
出現的公共衛生事件及防控進行預判，戰略
性、前瞻性地佈局科研攻關和產品開發等，
同時加大基礎研究支援力度，為公共衛生保
障能力提供強大科技支撐。同時，應通過產
業化專項和鼓勵民間投資等途徑，推動新興
技術在公共衛生範疇的應用。
她並建議，兩地可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方面建立長效科研合作體制，在科研攻
關、科研資訊收集及共享、醫療援助以及疫
苗藥品開發等方面開展合作。

研高品質醫學科普產品
葉玉如還注意到，市民的公共衛生意識需

要進一步加強，這會有利於提高應對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她表示，勤洗手、在公
共場合佩戴口罩，注重個人衛生和公共環境
衛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是切斷傳染病
蔓延的有效途徑，希望通過相關政策和宣傳
引導，讓市民即使在疫症過後，仍能保持高
度的公共衛生意識，以及養成注意個人及家
居衛生的習慣。
同時，她建議衛生主管部門牽頭組織力

量，開發高品質的醫學科普產品，同時倡
導院校、科研和醫療機構組織專業人員開
展公共衛生和醫學科普教育宣傳活動，如
開展科普講座，設置醫學院校、科研和醫
療機構的開放日等，同時進一步規範涉及
公共衛生和醫學領域的宣傳內容，普及正
確的科學知識。

全國控疫有效需補漏洞 代表建言加強衛生合作

在新冠疫情初期，香港出現「一罩難
求」情況，工聯會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各地
政府應加強聯防聯治機制，建立疾病防控
統一機制，共同建立資源裝備補給制度，
並建議中央政府特別加強對醫護設備的管
理，規定每個省市都應保持6個月防疫物
品儲備，以穩定市場供應。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說，大灣區各城
市之間聯繫密切，應該吸取應對新冠疫情
的經驗，做好重大疫情預防機制。
在香港的防疫措施方面，吳秋北表示，

相對於全世界，香港輸入和輸出確診個案
都很少，社區感染也較少，治癒率全球領
先，體現了特區政府對疫情的防控有足夠
力度，防疫工作比較成功。
但如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逐步出現，失
業率上升，更有眾多基層市民在兩輪防疫
抗疫基金之後，都沒有被覆蓋，社會也期
望特區政府能做多一點，快點恢復經濟，
避免失業導致市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下
降，造成經濟螺旋式下降，引起一連串社
會問題。

近月以來內地應
對疫情的處理情
況，一方面顯示出
舉國體制集中資源
應對重大危機的優

越性，但同時亦暴露出應對突發重大公
共衛生事件能力不足，以及重大疫情防
控體制機制存在漏洞。包括初期疫情通
報不暢順、防疫抗疫的物資及裝備嚴重
不足，而且科技含量不高，以及普遍群
眾的衛生防疫意識仍然有待提高。
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理應是國家公共衛生政策的重要任務，
我們建議內地在以下四方面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體制機制，及健全國家公共衛生
應急管理體系，以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
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第一是要打造更完善、高效及暢通

的疫情通報交流機制，讓醫療部門有

效進行疾病防控訊息的收集及分析工
作，在查找疾病源頭、疫情原因、傳播
方式，監控疫情傳播情況、制定應變措
施等方面，都有着更關鍵角色。有鑒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暴露我國疫情通報交流
機制存在漏洞，建議由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牽頭檢討及完善疫情通報交流機
制，以確保疾病防控訊息準確、完整，
和第一時間向地方及中央有關單位作出
通報及交流。

確保市場供應充足
第二是要提升防疫抗疫裝備及物資

的製造、運輸及儲備能力。目前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顯示防疫裝備
及物資的供應和儲備數量嚴重不足，
在運輸過程中又存在地方主義。而且
重要的物資如外科口罩和防護服等
等，都只能一次性使用，大大增加了

消耗量，令供應和儲備不足的問題愈
加明顯。建議檢討目前的做法，全面
提升防疫裝備及物資的製造、運輸及
儲備能力，包括確保政府單位向醫護
人員、執法人員、相關防疫工作支援
單位人員配給充足防疫裝備及物資，
及確保市場合理有序向人民供應充足
防疫裝備及物資。同時，亦要鼓勵及
支持科研及醫療機構加強研製高科技
防疫抗疫裝備如可重用口罩等，以更
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症。
第三是提升人民群眾的防疫意識，建

議有關方面在個人、社區、傳染病預
防，以及野生動物保護等範疇，加強推
動健康宣傳及健康教育，以提升人民的
防疫意識。
第四是建議有關方面應加強培訓工作

人員，應盡量以文明手法例如勸導等，
讓市民自願配合工作。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
商環境，將有助於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水平，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
撐。而當中完善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
建設國際仲裁中心至關重要。有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指，將在今年兩會提出建議，定期召開粵
港澳三地仲裁聯席會議，邀三地仲裁法律
持份者參與大灣區仲裁發展規劃設計，引
導大灣區內的各仲裁機構差異化運營，並
加強三地仲裁和協調交流合作，為區內培
養國際化仲裁員。
去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仲裁聯盟由廣東
省9家仲裁機構與香港、澳門兩家仲裁機構
共同倡議發起成立，標誌着大灣區的仲裁
機構由各自為戰轉向攜手共進。
身為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調解員和

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陳曼琪強調，隨着內地經濟和「一帶一
路」的持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仲裁前
途潛力無限。

召開三地仲裁聯席會
陳曼琪認為，大灣區的仲裁體系領先全
國，要將大灣區打造為國際及「一帶一
路」仲裁中心，仍需要優化仲裁頂層設
計，發揮大灣區內各仲裁機構自身定位優
勢，打造自身仲裁特色，避免同質化競
爭，分工合作，共建大灣區仲裁品牌。

她將在今年兩會上建議，定期召開粵港
澳三地仲裁聯席會議，邀請三地仲裁法律
持份者參與大灣區仲裁發展規劃設計，並
引導大灣區內的各仲裁機構進行差異化運
營，例如，深圳國際仲裁院作為內地與香
港共建的仲裁平台，應發揮其臨近香港及
境外仲裁員較多的優勢，打造集大陸法和
普通法仲裁於一身的國際商事仲裁中心，
而珠海國際仲裁院可以發揮其「一島兩
制」，專注高科技、文旅、娛樂等高附加
值及新型產業糾紛仲裁等。
她認為，應加強三地仲裁及調解交流合
作，組織模擬仲裁及調解案件，讓仲裁員
有機會觀摩和熟悉其他法律體系下的仲裁
規則與程序，培養國際化仲裁員。
為打造國際仲裁品牌，陳曼琪建議引入

更多港澳籍仲裁員，擴大三地仲裁員名

單，包含各類專業船運、人工智能、金
融、科技及國際經貿專業人士，發揮港澳
法律人才優勢，亦能打造外商更容易適應
的高效、便捷、透明的仲裁機制。

灣區仲裁需求非常大
陳曼琪表示，仲裁不需經過法庭，可以讓

各方預先協議用哪種法律解決糾紛，更有保
密、快速的優勢，是解決跨國公司糾紛或衝
突的重要手段。而且大灣區包含內地、香
港、澳門三個司法管轄區，大灣區的公司經
常需要跨國、跨地域的法律服務。大灣區將
被打造為「一帶一路」的仲裁中心和支撐
點，也是國家與國際接軌、對接的重要平
台，因此大灣區的仲裁需求將非常大。
她並建議大灣區要探索涉外商事行政糾

紛仲裁及調解解決機制，試點在涉外商事
行政案件中採用仲裁及調解解決糾紛，並
建立涉外商事行政案件仲裁及調解規則。
陳曼琪認為，香港的法律人才應該更加了

解大灣區的經濟、社會和法律，把握內地法
律改革和發展的脈搏，才能抓住時代機遇。
不過，如今黑暴亂港已經接近一年，陳曼

琪透露，許多一直將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公司
都表示，因為香港社會不穩，不得不將仲裁
地改為新加坡。雖然當香港恢復平靜之後，
會有很多公司重新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但
香港的暴亂已給國際社會帶來較差觀感，對
香港仲裁事業的影響非常深遠。

現時商業社
會的跨國交易
越來越頻繁，
很多時這些交
易而引起的爭

議會以仲裁方式解決，這使仲
裁、調解等非訴訟的爭議方式在
全球國家的範圍內廣泛流行，成
為解決國際商業糾紛的重要程
序。

港仲裁服務受國際認可
香港一直致力發展仲裁服務，早

於1985年便成立了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憑藉三十多年的經驗，成為了
亞洲領先的爭議解決中心。事實
上，香港擁有商業、金融等專業知
識的世界級人才。現時很多商業糾
紛都涉及專業知識，法院在審訊商
業糾紛時，都需要尋求專家的專業
意見。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
裁員中，不少除了是具有法律背景
的律師及大律師，亦有不少仲裁員
是來自其他專業，例如是建築、工
程等行業。
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統計，

2018年機構共受理了521起相關案
件，當中有71.7%為國際案件，涉
及4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
澳洲、英國、加拿大、日本、馬來
西亞、韓國、印尼、德國等，引用
了19個不同的準據法（指處理爭

議所依據的特定司法管轄區的法
律），爭議金額總和達到522億港
元。顯示香港仲裁服務受到國際的
認可。

加大向「帶路」國家宣傳
國家近年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

度，並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
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重要舉
措，致力推動企業走向世界，以
及吸引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可以
預計到，國際商貿交流將會日益
頻繁，而隨之而來的爭端亦會有
所增加。如何透過合理、權威及
可行的爭議解決安排去處理爭
端，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關
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亦提出，「支持粵港澳仲裁
及調解機構交流合作，為粵港澳
經濟貿易提供仲裁及調解服
務。」可見，香港權威及專業的
仲裁服務已受到國家的關注。
我們建議中央加強鼓勵及推動香

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包括向國際
社會，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宣傳香港仲裁服務的中立性、專
業性和權威性。並鼓勵更多企業利
用仲裁和調解安排去處理爭端，並
更多地利用香港的仲裁服務。
此外，應研究進一步完善香港與

內地的司法協助機制，並更好地執
行對方的仲裁結果。

葉玉如：
優化應急醫物儲備

吳秋北：強化灣區聯合防疫

完善疫情通報 提升物資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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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曼琪：「差異運營」建灣區仲裁品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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