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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檢測業可擔當更重要防疫角色
香港的學校 5 月 27 日起已分階段復課，預計 6 月

一次，以達至最佳的預防效果。長遠而言，筆者希

中全港 80 多萬學童終於可以重返校園，結束新冠

望有關當局能考慮，為其他公共設施或高危地方，

疫情以來這段只能「在家學習」的漫長日子。廠商

例如圖書館、康樂體育設施、護老院等，引入類似

會建議學校定期進行環境衞生檢測，最好每 3 個月

的定期環境衞生檢測，保障市民的健康。

吳宏斌 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當新冠疫情仍在世界其他地區蔓延、外地輸入和
本地爆發的危機尚未完全解除之際，本港當局和教
育界必須嚴陣以待。事實上，此病毒傳染性極高，
兒童的防疫意識又較成年人為低，他們感染後的症
狀亦往往相對輕微不容易被察覺，只要稍有不慎，
學校便很容易成為「播毒」的溫床。以韓國為例，
日前首日復課便爆出學生染疫個案，復課安排立刻
被迫煞停。

廠商會向學校提供免費檢測服務
要恪守這道防線，確保學童的安全，學校除了要
遵守防疫指引，包括師生時刻戴上口罩、每天進校
要量度體溫外，保持校園清潔衞生是最重要的。日
前，廠商會宣布，旗下CMA檢定中心會向學校提

供免費的環境衞生質量及新冠病毒環境篩查檢測服
務，全港 2,200 間中、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均
可申請，消息一公布，即引來很大迴響，連日來收
到不少查詢和報名。
坦白說，要在數個月內檢測這麼多學校一點也不
容易，雖然技術上不算複雜，對專業的檢測機構來
說更加毫無難度，但最大的挑戰是所需的人力、時
間和資源十分龐大。要知道，到一間學校採集樣本
和檢查清淨程度至少要花兩小時，還未計及交通時
間，即一位技術人員一天最多只能到四間甚至更少
的學校完成採樣工作；而且採樣只是第一步而已，
之後還要化驗和出報告，這又要花上一星期。為
此，檢定中心特別額外增聘人手和購置所需的檢測
工具，雖然成本不少，但我們仍然覺得十分值得，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投資者做生意最看中的是「可預
期」，最關注的是「確定性」，最
厭惡的是「風險」。中外企業家均
無例外。近年黑暴事件越演越烈，
政局劇轉，香港危局的發展已經遠
遠超出特區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
香港現有的法律也無法觸及。國家
安全法律漏洞導致的社會動盪，成
為香港最不被看好的預期，最不確
定的因素和營商最大的風險。香港
何去何從，成為很多商界人士過去
一年的憂思所在。
正因如此，當全國人大根據憲法
和基本法，授權人大常委會針對 4 種
情況進行立法：即分裂國家、顛覆
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
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
政區事務的活動。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的決定公布後，香港商界普
遍表示支持。
過去香港一向被視為全球營商的
優選。其優勢包括便利的城市設
施，良好的治安，自由的市場，低
稅率的稅制，零關稅政策等。但這
一切的前提必須建立在社會穩定、
法治的基礎上，可以說，營商環境
如何，政治經濟社會穩定是「一票
否決制」的終極否決。去年因為局
勢動盪令多個大型貿易展覽被迫取
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港區國
安法立法，正是要解決投資環境
中，那最關鍵的「一票」，即穩定
問題。依法處置的，也僅僅是上述 4
種情況，絕不會針對任何合法商人
和商業行為。這對港資和外資都是
正面積極的信息。
美國揚言制裁香港，取消最優惠

地位，對香港影響極
微。美國每年從香港
貿易往來有310億元順差，取消優惠
及特殊地位，首先是損害了美國自
身利益，再者有 8.5 萬名美國人在本
港生活和工作，美國政府新舉措同
時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香港回歸以來經貿往來與內地關
係密切，靠的是國家給予的支持和
「一國兩制」特殊地位，只要這種關
係不變香港經濟將不會受大影響。短
期內，或許香港還會動盪，宣稱要
「港獨」、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
人，可能會孤注一擲，垂死掙扎。
但中央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定不會受
任何外力影響，當港區國安法落地
並有效執行後，香港發展隱患問題
得到根本解決，雨過天晴，本地和
海外投資者信心大增是可期的。

國安立法符合香港利益
文穎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肆無忌憚，美國去年更甚至通過了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進一步干
預及介入香港事務。由此可見，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所受到的衝
擊愈來愈大，而現行的法例絕不足
以應付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方面的新
挑戰，中央有必要加強香港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的體制、機制及法制
建設，堵塞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
缺口，讓社會恢復穩定的常態，止
暴制亂，撥亂反正。
國家安全是國家事務，雖然中央
透過《基本法》第 23 條授權香港特
區政府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但
絕不等於中央放棄了主動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與權利，在特區政府目
前缺乏足夠的政治能量，而外部勢
力的介入愈來愈激烈的情況下，中
央絕對有理據主動出擊，主動制訂
港區國安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包

括恐怖主義活動、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勾結外國勢力等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
中央主動立法保障國家安全，毫
不意外地引起了外部勢力及本地反
對派的激烈反對。但對於普羅大眾
來說，大家不妨冷靜想一想，港區
國安法實施後，對市民大眾的生活
有什麼影響呢？絕大多數市民也不
會參與恐怖主義活動、不會勾結外
國勢力、不會參與分裂國家及顛覆
國家政權的行動，他們又怎會受到
港區國安法的影響？相反，港區國
安法實施後，嚴重危害國家的行動
將會被嚴厲禁止，香港社會可望更
加穩定，更加有利經濟的發展及民
生改善，對於普羅大眾來說，他們
的切身利益只會得到更大保障，香
港的下一代也會有更好的前景！

支持港區國安法 讓社會重回安定
李炳權 工程師 太平紳士 工程界社促會義務秘書長
去年社會上有人藉着反修例而到
處堵路、縱火，破壞立法會、政府
總部、公共交通運輸設施、商舖，
甚至到法院外縱火，更向不同政治
立場的人「私了」，嚴重侵蝕了香
港擁有的言論自由。其間，一些人
公然揮舞外國國旗和「港獨」旗
幟，高喊要搞「港獨」，還跑到外
國建議制裁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這種分裂國家行為，在任何一個國
家都是不容許的。我們支持訂立港
區國安法，堵塞漏洞，使分裂國家
的行為無法得逞。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設有國家安
全法來捍衞國家的安全，保護國民
的生活，但是香港仍然沒有這種法
律保障。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沒有國家安全法就是天大的笑
話了。這一個漏洞直接威脅國家安
全。香港經歷過去一年的黑色暴
力，市民飽受恐怖活動的折磨，國

家受到嚴重威脅，需要盡快訂立港
區國安法來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
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
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
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以維護國家
安全，並讓香港重回穩定的社會環
境。
國家安全本身屬於中央事權，其
範圍包括許多方面，由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按照憲法就維護國家安全
問題作出決定並立法是不存在抵觸
基本法的問題。全國人大是國家最
高權力機關，就屬於中央事權的國
家安全問題作出決定，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有關法律專門針對香港特
區的實際情況而制定，採用列入附
件三，按基本法第 18 條由特區政府
公布實施，完全符合基本法。另
外，基本法起草時通過第 23 條授權
特區就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
行立法，但國家擁有根據實際情況

就國家安全進行立法的權力，以建
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日後香港特區
仍需自行完成23條本地立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定特
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監督
和如何實施香港的基本法，中央政
府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國
家機關來處理國家安全法的事務。
反觀外國群起而反之，助長反對派
人士的聲勢，顯示港區國安法立法
迫切而必要。本會懇請特區政府及
各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向各界
市民做好港區國安法立法的解釋
工作。
有穩定的「一國」才有「兩制」
的實行，在當前危急的情況，香港
應該盡快訂立、實行港區國安法，
保障國家安全，讓香港社會重回安
定和諧，讓市民在安穩的環境中生
活。

我們建議學校能定期進行類似的環境衞生檢測，
最好每 3 個月一次，以達至最佳的預防效果，雖然

這樣會涉及額外成本，但其實不算高，學校絕對可
以承擔，況且如有需要，廠商會定必會提供協助和
支援。重大公共衞生突發事件對人類來說不會是最
後一次，面對不知何時傳染病又再來襲的威脅，長
遠而言，筆者希望有關當局能考慮為其他公共設施
或高危地方例如圖書館、康樂體育設施、護老院等
引入類似的定期環境衞生檢測，保障市民的健康。
香港的檢測和認證業水平向來備受國際推崇，在
「後疫情」時代，業界或許可以在支援本地，以至區
域疾病防控方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特區政府可以向
大灣區及其他地區推廣香港在環境檢測及其他衞生測
試方面的優勢，同時爭取內地政府相關部門全面承
認香港實驗室所發出的認證或報告，讓本地和內地
的檢測業界通力合作，發揮聯防聯控的作用。

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早前在《反
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
「台獨」是絕路一條，以身試法必遭嚴懲，
深刻認識《反分裂國家法》的重要作用，堅
決反對「台獨」分裂、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據統計，栗戰書在會上的講話約 4,000
字，出現 34 個「獨」字和 36 次「統一」，
可見，在台灣議題上，如何杜絕「獨」、如
何實現「統一」，是最重要的議題。

警惕
「台獨」
「港獨」
勾結
自 2005 年國家制定《反分裂國家法》，
15 年來，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
關係發展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向「台獨」
分裂分子亮起了底線、指劃了紅線。然而，
「台獨」勢力更勾結海外反華勢力，以「台
灣牌」、「香港牌」作為大國博弈的籌碼，
企圖遏制中國崛起。
自今年台灣大選後，以蔡英文為首的
「台獨」分子，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嚴
重挑戰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
線，蔡英文大打蠱惑人心的「抗中牌」，在
外國勢力的影響下，以香港反修例風波大做
文章、對港區國安法立法指手畫腳，操弄香
港議題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製造「恐
中」、「反中」氣氛，與香港反對派和「港
獨」勢力遙相呼應。

分裂國家是絕路一條
栗戰書指出，無論「台獨」分裂分子使
出什麼謀「獨」花招，都是非法無效的、
徒勞的，都無法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
歷史和法理事實。再者，栗戰書也呼籲，
廣大台灣同胞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深
入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
認清「台獨」勢力包藏的禍心，堅守民族
大義，而謀求發展始終是台灣同胞的最大
利益所在。李克強總理亦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指出，堅決反對和
遏制「台獨」分裂行徑，同
時，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
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
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
和政策措施。
近年來，中央一直向台灣同胞釋出善
意，始終正向地期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
出「含金量高」的惠台 31 條及 26 條等。今
年兩會我提出了「台胞台稅」的建議，希望
給予在內地生活的台灣同胞「個人所得稅優
惠政策」，類近大灣區的「港人港稅」，並
建議定期審視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每年評
估為台灣優勢產業提供相關優惠政策的可行
性。在民生上，放寬台胞開銀行戶口等措
施，提供更多生活便利，營造安居樂業的環
境。
如今的兩岸局勢，與 15 年前相比，已經
起了很多變化。實現祖國統一，不論以和平
或非和平方式，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就是中
央堅決遏制打擊「台獨」的立場是明確的、
堅定的。一些政客製造兩岸對立，阻撓兩岸
交流合作，企圖切割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甚
至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以疫謀獨」這不可能
成功。同樣，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也正是
為堵塞國家安全漏洞，打擊「港獨」勢力、
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避免香港跌入台灣泛政
治化的局面，被外部勢力所利用。
「台獨」是逆流、絕路；和平、穩定的
社會環境，才是發展的大潮流、才是正道。
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必然，任
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習近平主席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指
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樣
才是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兩岸人民的最
大福祉，而香港亦要警惕「獨」勢力，盡快
訂立、實施港區國安法，築起維護國家安全
的堅固城牆。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美麗風景線」凸顯美國雙重標準

國家安全是社會穩定及經濟民生
發展的前提，維護國家安全是任何
一個政府的基本責任和權利，故此
世界各地幾乎也有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例，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絕
不應成為國家在國家主權安全方面
的缺口。
事實上，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曾
經多次強調，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只有「一國」之責，沒有
「兩制」之分。然而，香港回歸祖
國 23 年來，遲遲未能完成《基本
法》第 23 條的本地立法工作，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體制、機制
及法制上存在很大的缺失，讓不少
別有用心的勢力有機可乘。
近幾年，一些鼓吹「獨立」的分
裂國家勢力不斷發展，違法的暴力
政治行動愈來愈多，香港反對派政
客勾結外部政治勢力亦顯得愈來愈

公共設施應定期做環境衞生檢測

築起國安保障不容「台獨」「港獨」亂港

港區國安法解決香港發展隱患

因為要守住得來不易的抗疫成果是每個人的責任，
有能力的便應承擔和貢獻更多。
不過筆者想強調，今次服務雖然有助減低病毒傳
播的風險，也可以讓學校更了解自己的衞生狀況並
加以改善，但並不代表取得認證便「一勞永逸」。
我們平日體檢也要一年一次，何況學校是人流密集
的地方，範圍大，風險較高，加上新冠肺炎可能成
為常態傳染病，意味防疫將會是一場持久戰，因
此，學校必須持之以恒地保持較高水平的衞生標
準，這也是今次廠商會推行計劃的最大目的。

美國一直就存在種族歧視，這個所謂最
大的民主國家，基本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貨
色。5 月 25 日，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
白人警員，在逮捕一名並未拒捕的黑人男子
弗洛伊德時，用膝蓋壓住其脖子至少 7 分
鐘。被壓在地上的黑人，被壓到神志不清，
瀕臨死亡的時候，喊自己的媽媽，直到最後
在白人警員的膝蓋下口鼻流血，停止呼吸。
無數美國人被這殘酷荒謬的一幕激怒，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示威，從明尼阿波利斯
市繼續蔓延全美。全美至少 33 個城市爆發
騷亂，成千上萬名美國群眾湧上街頭，焚毀
美國國旗，打砸搶燒，洗劫商場超市，攻破
銀行珠寶店，暴砸 ATM 機保險箱，見車燒
車，見房燒房。因為疫情分裂的美國，現在
又自己掀開了一道陳年的傷疤——種族主
義。
美國國內示威行動的背後是長期存在的
種族歧視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死
亡人數已升至 10 萬人以上，凸顯醫療設備
不足，窮人及有色人種獲得醫治機會較少，
死亡佔比高，極可能是引發今次暴動的誘
因。非裔遭警員跪壓致死也遭到了各方對美
國現狀的聲討。一些媒體揭露了美國政府和
軍方，在歷史上採用非人手段，奴役和屠殺
非裔的材料。
但美國對於自身問題視而不見，反而慣
於對他國指手畫腳，甚至惡意中傷。美國一
邊在國際上鼓勵別國民眾上街鬧事，另一邊
對自己國土騷亂大動干戈。止暴制亂是國際
慣例，美國一直為香港黑暴撐場，如今明州
暴亂凸顯了美國的雙重標準，美國還有面制
裁香港？尤其荒謬的是，黑人之死點燃美
國、暴動蔓延之際，特朗普卻還在大喊：

China！似乎要把美國大騷
亂的責任也歸咎於中國。
美國對於自身問題視而不
見，反而將焦點放在攻擊
中國，完全是掩耳盜鈴的
伎倆。
去年 6 月香港修例風波以來，「港獨」組
織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日益猖獗，暴力恐怖
活動不斷升級。美國政客居然將香港發生的
打砸燒事件描述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還用「美國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來鼓勵香
港的暴力行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在美
國出現，就凸顯美國的雙重標準。香港警員
一直在文明執法，但美國政客和媒體硬要把
香港黑暴攬炒「洗白」成和平示威，無視事
實污衊香港警察「殘暴」，但美國警員卻是
對示威者極其殘酷的鎮壓，甚至壓斃並未拒
捕的黑人男子。
美國對香港暴亂所作絕不限於聲援，而
是參與了從策劃、造勢、組織乃至實施的全
過程。在互相配合下，暴徒有預謀、有計
劃、有組織、有部署，一波又一波地推動顛
覆性的暴亂。事實證明，美國以「人權」
「民主」之名，行破壞干預之實，是國際規
則和秩序的破壞者，是全球人權民主事業的
攪局者，是當今世界許多人道主義災難的製
造者。
美國故伎重施，揮舞「制裁大棒」，無
非是為了恐嚇港人、逼迫中央撤回港區國安
立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破壞「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破壞中華
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美方的這一
企圖，純屬枉費心機，結果只會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