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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援助雪中送炭 香港更需同心抗疫
今天的香港正處於抗疫最危急、最關鍵的時刻。中央及

國兩制」制度優勢，大大增強了香港各界戰勝疫情的信

時提供一切必要支援，不僅協調大批防疫物資來港，全力

心。反對派將抗疫政治化，甚至對內地支援香港防疫抗疫

保障民生物資供應，而且派遣「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及

這樣的人道行動都無端抹黑，以一己政治私利凌駕市民的

「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來港，協助香港抗擊疫情。中央

生命健康安全，簡直是反中反昏了頭，必須予以譴責！中

想港人所想、急港人所急，充分體現了對香港同胞的重視

央雪中送炭助港抗疫，香港社會更應放下爭拗，同心抗

和關懷，再次讓港人體驗到國家是香港的堅強後盾和「一

疫，讓香港早日重現生機！

梁亮勝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央應特區政府請求，為香港防疫抗疫提供一切
必要的支持。國家衞健委協助香港的「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先遣隊成員已陸續抵港。內地對香港
的強力快速支援，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歡迎。

中央及時為抗疫提供一切必要支援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越演越烈，連續十多日
確診數字「破百」，湧現大量不明源頭個案，病毒
在社區持續蔓延，等候入院的確診患者有約 200
人，醫療系統隨時面臨崩潰。專家警告，新一波疫
情很可能持續數周或更長時間，而且到年底極可能
出現冬季爆發。香港疫情未見拐點，不僅影響了社
會正常運作，也令市民焦慮恐慌，惶惶不安。
第三波疫情暴露香港公共衞生機制、設施和經驗
存在不足，特別是香港的醫療和檢測人手承受巨大
壓力，物資不敷應用，不利追蹤疫情。香港的社

區傳播風險有增無減，疫情防控處在緊要關口。令
人鼓舞的是，中央及時為香港抗疫提供一切必要支
援，不僅協調大批防疫物資來港，全力保障民生物
資供應，而且派遣「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及「內
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來港，協助香港抗擊疫情。
中央今次派遣具有豐富經驗和高超水平的相關專
家馳援香港，至少可以在兩方面直接對香港防疫抗
疫提供幫助：其一，內地醫療專家掌握抗疫第一手
經驗，包括在城市防疫措施和建造方艙醫院等方面
都擁有深刻獨到的方法和成果，香港可以借鑑使
用；其二，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測試劑生產國，
內地有能力幫助香港實施大規模檢測。

港人再次體驗國家是香港堅強後盾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中國能以兩個月左
右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

並且半年來保持低發病率，抗疫成績在世界上有目
共睹，標誌中國在新冠肺炎的科研和治療水平處
於國際前列。
中央在香港疫情最嚴峻的時刻雪中送炭，想港人
所想、急港人所急，充分體現了關懷香港同胞健康
福祉，重視香港民眾的安危冷暖，再次讓港人體驗
國家是香港的堅強後盾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大大增強了香港各界戰勝疫情的信心。
今天的香港正處於抗疫最危急、最關鍵的時刻。
全力抗疫，確保市民生命健康安全，是香港壓倒一
切的頭等大事。為此，特區政府決定押後立法會選
舉一年，既解除因選舉導致人群聚集而引發病毒傳
播的風險，又讓市民集中精力應付疫情，是維護公
眾健康安全的必要之舉，是對市民大眾的最好選
擇，理應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放眼全球，
有 68 個國家已推遲不同級別的全國性、地方性選

舉，防疫抗疫均為押後操作的主要原因。香港社會
應該利用好押後選舉的安排，用好用足國家的支
持，全力爭取盡快讓確診個案回復低水平以至歸
零，這是讓社會早日走出疫境的正確方向。

反對派私利凌駕市民生命安全不得人心
無論是押後選舉，還是中央支援香港防疫抗疫，目
的都是為香港好，都是為了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安全，
讓經濟社會早日復原。然而，反對派不僅攻擊特區政
府押後選舉的安排，甚至對內地支援香港防疫抗疫都
無端抹黑，挑動「恐內」情緒，將抗疫政治化，以政
治私利凌駕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簡直是反中反昏了
頭，不得人心。對於反對派這種無視港人生命健康安
全的政治圖謀，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中央全力支持香
港，社會各界更應放下爭拗，同心抗疫，在特區政府
帶領下，克服疫情難關，讓香港社會早日重現生機！

林龍安 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了社區爆發，連續
十多日新增個案超過了100宗，不斷上升
的勢頭沒有緩和，香港醫院的病床已經
爆滿。許多日常的大手術和專科診所的門診已經停止運
作，港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務之急，最重要的是
增加檢測數量，最高效率地找尋出患病的新型肺炎病
人，做到盡早隔離，盡早收治，盡快切斷傳播鏈，壓抑
疫情，恢復經濟活動，挽救香港的民生。
但是香港的「攬炒派」卻將反中亂港的政治壓倒了挽
救人命和民生的抗疫工作，反對內地派人協助防疫，硬
要把香港和內地分隔開來，反對發揮「一國兩制」互相
支援、互相幫助的優勢。特別是「黃醫護」組織草菅人
命，造謠惑眾，胡說內地的支援檢疫會把港人的基因
「送中」，侵犯香港的人權和私隱權。更有人說是「特
區政府出賣了本地行業」「打破了本地的專業飯碗」，
他們荒謬地說「內地人員來港並不符合香港護士管理局
的既定程序、規定和要求，並獲發有效執業證明書才可
以在香港從事專業工作的法律制度」，某醫生組織說
「我們講英語，他們卻講普通話，不能溝通」，「這種
安排影響香港救護病人的程序和效果，對病人不利」，

這都是非常荒謬的說話。這種宣傳是反智的，也是反社
會的，更是反對科學抗疫的。
更離譜的是，他們製造謠言，煽動港人反對特區政府
接受內地的支援，妄圖癱瘓香港的抗疫工作和醫療系
統，癱瘓香港的經濟和民生，這些主張已經危害到了香
港的安全。因此，特區政府已經嚴肅地譴責製造謠言、
分化港人和特區政府的行為，追究相關人等的刑事責
任。

祖國支持是及時雨
中央政府大力支援香港抗疫，目標是做兩件事，第
一，協助特區政府將核酸檢測能力從每日 1 萬份提高到
20萬份，擴大實驗室的場地和設施，盡快減少確診的宗
數。第二，內地專家從技術上指導特區政府建立新社區
治療設施，建立「方艙醫院」和治療肺炎醫院，並提供
設施。內地的人員雖然有豐富的專業經驗，但是不會直
接參與操作核酸檢測和簽署證明書，他們只會作為助
手，提供專業的意見。對於建立「方艙醫院」和治療肺
炎醫院，他們也只是和香港的專業人士進行對話，交換
意見，提供專業的意見，絕對不會直接開藥方治療病

人。內地的專家組僅僅是協助香港方面管理和培訓香港
的醫療團隊，讓「方艙醫院」和治療肺炎醫院在短時間
內上馬，能夠連續高效運作，全力控制疫情。
祖國的支持是及時雨，有效地搶救港人的生命，能夠
非常及時地壓縮確診的數目，配合挽救香港的經濟和民
生，體現出香港和內地是一家人，血濃於水，骨肉互相
提攜的親情。但是，外國勢力和他們的傀儡，並不希望
看到「一國兩制」發揮互助的威力，不願意看到香港有
效地控制疫情，他們害怕香港控制疫情的成功突顯了歐
美控制疫情的缺失和無能。他們只希望香港繼續動亂下
去，疫情惡化下去，所以，他們不斷玩弄陰謀詭計，阻
止內地向香港伸出援手，挑撥離間，危言聳聽，繼續宣
傳反中亂港，為反對派和「攬炒派」繼續發展政治陣
地，將來在選舉中實現奪權的目標。我們希望港人認清
楚當前的抗疫形勢，什麼人在靠害香港、分化香港，視
人命如同草芥， 視改善民生如仇敵，以意識形態先行，
凌駕 700 萬人的福祉。大家都應該發揮正能量，站出來
支持擴大每日進行檢測肺炎病毒的數量，支持盡快建設
和增加醫院的床位，避免公共醫療的崩潰。因此，我們
應該歡迎祖國對香港抗疫工作的支援。

回歸專業遠離政治才能抗疫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今年的文憑試歷史科考題中出現了一
條問到考生是否同意在「1900-1945 年
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事
後被考評局取消了題目。一名應屆文憑試歷史科考生
就考評局取消歷史科一條試題提出司法覆核，最後裁
定考生司法覆核敗訴，須支付考評局訟費。當中的理
由很簡單，法官接納考評局委員會決定取消試題僅基
於學術判斷，見不到考評局在決策過程中，有任何程
序不當或不公。其實結論就是一句，法院不是歷史科
學術專業，這樣的操作在程序上正確，內容就不由法
官判斷了。
考試問題應該由真正的專家處理，同理而言，現在全
港市民面對的新冠疫情也應該如此。特區政府向中央請
求，若疫情繼續惡化，導致醫療系統無法負荷，希望中
央派員提供協助。中國在這次全球疫情大爆發之後，就

曾經派出醫療專家組到歐、亞、非不同的國家進行援
助，當中還有意大利這類「先進的西方國家」。既然中
國醫療團隊在處理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疫情方面都有
着充足的經驗，來香港援助又怎會有不妥呢？但是香港
醫學會會長蔡堅居然認為因為香港的醫生全部用英文寫
病歷和輸入電腦資料，如果有內地醫護來港，說普通話
寫簡體字，屆時就會造成一定混亂。筆者就真的不明
白，內地醫護人員到了意大利都能解決語言不通的問
題，到了香港就連英文都解決不了？
中央還答應協助在本地興建一間全新的臨時醫院，
這個時候，再看看政府醫療專家組成員的反應。居然
不是從醫學角度出發，反而是擔心「空地起醫院就需
要有排污、水電，工程都會很大！」筆者真好奇，當
時內地天天在直播火速興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時
候，這些專家是否覺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知

道內地的臨時醫院都包括了負壓空氣設備、專業醫療
儀器，甚至連 5G 聯網都一應俱全嗎？當時武漢的方艙
醫院還有確診的學生繼續保持網課學習呢！坐井觀天
的專家，對於一些不是自己專業領域的事情，就應該
相信真正的專家！
到了最後，原來醫學會早前提議政府全民派發$3000
元「新冠肺炎醫療券」，資助市民在私家醫院進行病毒
檢測。難怪有一些香港醫生如此抗拒內地為全港市民提
供免費檢測，到頭來還是私利為先。在記者問及香港檢
測數字為何遠低於澳門和新加坡，那位蔡會長一句話：
「特首不同。」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一位醫學專家不先從本地實際的檢驗層面出發，反倒是
以政治立場先行，甚至以盈利凌駕人命！香港如果沒有
祖國的支持，只靠這種人抗疫，恐怕只會步英美的後
塵！

為什麼立選推遲一年仍 DQ 反對派參選人？
（下）
陳曉林 廣東省社科院特約研究員
筆者認為，DQ與推遲選舉是兩碼事，要區別對待。
首先看被 DQ 者的組成。第一個是黃之鋒群組。黃之
鋒一組有 8 人參選，但羅冠聰已逃亡外國，餘下 7 人，
這次有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何桂藍 4 人被 DQ。
第二個是公民黨群組。有郭榮鏗、楊岳橋、郭家麒、鄭
達鴻4人被DQ，前3人是現任議員，公民黨除了九龍東
譚文豪不被 DQ，其餘現任議員被一鋪清袋。第三批是
本土派和激進泛民。包括「熱血公民」鄭錦滿、「本土
派」梁晃維和劉頴匡。最後一個是現任會計界議員梁繼
昌。未知最後還有沒有其他候選人會被DQ。
就目前的 DQ 名單看，黃之鋒群組被 DQ 毫無懸念，
公民黨大面積陷落亦事出有因，估計和他們聯署了反對
派的「攬炒」共同綱領，以及高調赴美游說有關。
有人說公民黨近乎「滅黨」。為什麼要「滅公民
黨」？筆者認為，公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成為香
港執政黨為目標」。而大家應該明白中國的執政黨是中
國共產黨，香港只是中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公民
黨要成為香港執政黨，那言下之意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與中央爭奪香港的管治權。中央會同意嗎？
特區政府及廣大香港市民會同意嗎？至於民主黨，一直
對無差別否定預算案的行動有保留，未去到顛覆政府的
分上，可望逃過一劫。所以筆者認為，香港國安法出台
後，也不是鐵板一塊，民主黨只要堅持「和理非」，不

與「攬炒派」為伍，仍然有數可傾，有發展空間。
其次看 DQ 的原則。7 月 26 日一公布 DQ，特區政府
就發聲明，而中聯辦當天也發聲明亮出中央底線。有評
論員認為：這條底線現在不亮出來，一年後也要亮出
來；現在亮出來，反而可以讓香港社會特別是反對派弄
清楚自己的角色與定位，若要進入建制，必須成為「忠
誠的反對派」。
顯然，大家把事情擺到桌面上講了。特區政府在聲明
中指出，選舉主任在其撤銷參選資格的理據中指出，參
照原訟法庭就陳浩天案的判詞，參選人聲明簽署聲明要
求他們擁護基本法的意圖，並非僅僅要他們遵守基本
法，而更需支持、推廣及信奉基本法。

中央回歸
「一國兩制」
初心
特區政府認為，參選人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的言
行包括：1.支持「香港獨立」；2.以民主自決或支持
「香港獨立」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3.尋
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區事務；4.原則
上反對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5.表明意圖在確保
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議員權力無差別地否決
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和財政預算
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6.拒絕承認中國對
香港行使主權；7.拒絕承認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
中聯辦聲明講得更直接明白，說有些人「告洋狀」乞
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有些人為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
家政權、全面「攬炒」香港而來，他們怎麼可能真誠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國家、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聲明
中，還重溫鄧小平先生早年的遠見：「港人治港」有個
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
香港。真誠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是對香港從政
者的基本政治要求，也是從政者理應遵從的政治倫理。
看完中聯辦的聲明，就知道中央已經回歸到「一國兩
制」的本質和初心，香港要高度自治，是由愛國者為主
體來治港，而愛國者的關鍵標準是不能勾結外國，不能
天天想着去顛覆特區甚至中央政府。只要不過界，香港
民主還有發揮的空間。政府決定選舉推遲一年，這樣就
有兩個效果：1. 簽了確認書入了閘的候選人，若未來一
年有違反要求的言行，明年選舉前可能會再被 DQ，等
同他們未來一年要守行為，好好地做人。2.楊岳橋、郭
家麒、郭榮鏗和梁繼昌 4 個現任議員被 DQ，延期選舉
後人大常委會將決定現任議員延任一年，但這 4 人能否
延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定奪。從這 DQ 一役，看到中
央政府已運籌帷幄，做了充分考量，作了全盤布局，絕
不能讓反對派提出「35+」顛覆政府的圖謀得逞。
（續昨日，全文完。）

朱銘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押後選舉齊抗疫 最利市民福祉

港人支持內地派專業人才協助防疫

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聯誼總會主席

第三波新冠疫情來
勢洶洶，香港連續
10 多 天 單 日 確 診 人
數過百人。為保障公
共安全和市民健康，
並確保選舉在安全、
公開、公平、公正情況下進行，特區
政府引用緊急法將立法會換屆選舉押
後一年。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合法合情
合理，最符合市民福祉的做法。
對於押後選舉，反對派政客抹黑是
因為政府「怕輸」，這絕對罔顧事
實，更漠視市民生命健康受到疫情威
脅的現實，只顧政治私利，不管市民
死活。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儘管特區
政府已經推出了疫情發生以來最嚴厲
的防控措施，包括二人限聚令和室內
外必須佩戴口罩，但確診數字仍沒有
下降，甚至續創新高，而且幾乎每日
都有死亡個案，控制疫情難度仍很
大，更需要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截
斷病毒在社區散播，這是有效防疫的
唯一手段。
目前歐美、澳洲疫情重新惡化，澳
洲已落實「防疫戒嚴令」。眾所周
知，立法會選舉規模大，本港登記選
民人數多達 440 萬人，若不理疫情，
強行舉辦選舉，競選期間的拉票活
動，難免造成人群聚集，增加社區傳
播的風險；在投票日，數以百萬計選
民在全港各區投票，票站難以安排足
夠的社交距離，恐怕會造成疫情全港爆發，將整
個醫療系統拖垮，令死亡率激增。選管會曾致函
政府，指出在高投票率下不可能實施 1 米社交距
離，對於家居檢疫人士亦難以安排時間投票；中
央點票站的工作人員要保持距離亦相當困難，加
上長者感染風險較高，建議政府從公共衞生角度
考慮是否仍繼續選舉。因此，特區政府押後立法
會選舉目的是為了保障市民健康安全，所謂「怕
輸」的說法，完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要是強行舉辦選舉引發了疫情大爆發，除了令
市民健康受損外，香港經濟將會再一次受到衝
擊。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4 月至 6 月經季節性
調整的失業率為 6.2%，已創出逾 15 年的新高。
此外，有國際金融機構預測下半年香港失業率會
繼續上升，最終達至 8.5%。倘若疫情大爆發真
的出現，香港經濟勢必完全停頓，更多企業無以
為繼，只能選擇結業，出現雙位數字的失業率絕
非天方夜譚。強行舉辦選舉是以香港長遠發展作
賭注，跟「攬炒香港」無異，對全港市民不負責
任。
在全球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押後選舉並非香港
所獨有。根據報道，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及地區
中，有 60 多個因為疫情而要押後選舉，比例高
達 6 成。香港不宜強行舉辦選舉，除了防疫的迫
切需要外，也是為了保障港人公平的政治權利。
因為落實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候選人無法進行正
常的競選活動，香港不能在電視、電台讓政治人
物宣傳，限聚令使候選人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的
集會活動，包括開設街站，市民難以了解候選人
的政綱。香港沒有郵寄、電子投票的安排，大量
身在國內外避疫的選民無法回港投票，他們應有
的選舉權得不到保障。為了維護選舉公平、公
正，押後選舉合乎情理，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都
是比較公平的安排。
此波疫情極為嚴峻，中央已經出手協助本港
抗疫，派出支援隊到港參與檢測工作，建設方
艙醫院，提升本港的抗疫能力。現在最重要的
事情，是全港上下一心，集中精力把疫情控制
住，這才是最符合民心所向、最有利市民的首
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