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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批抹黑普測因政治算計
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指破壞兩地關係 冀醫生專家慎言

公共財政嚴峻 預告施政報告「慳住使」

攬炒派近日不斷抹黑由中央支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
就新一份施政報告進行公開
諮詢，她昨日在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時表示，由於香港的
公共財政出現了非常嚴峻的
情況，加上她上任後三年來
都大量投資在教育、福利、
長者退休、醫療各方面，故
未來施政報告不會再有很多
需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措
施。
因應疫情關係，新一份施
政報告的諮詢將採取視像會
議形式進行，同時壓縮到約
十二三場。林鄭月娥表示，
歡迎任何有意見的人用各種
途徑轉達意見，她亦會親自
了解所有來自公眾的意見。
至於施政報告的內容方
面，林鄭月娥指香港的公共
財政出現了非常嚴峻的情
況，是次施政報告不會再有
很多需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
措施。 她並認為，經過疫
情和過去一年的動亂，香港
或者受了很多外來的衝擊，
故是時候去檢視如何能夠加
強香港的防備，包括治安、
經濟及公共衞生方面，讓香
港更有能力應對將會在日後
出現的挑戰。

持、特區政府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揚言煽動市民「杯葛」。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質問：「為何會有如此心腸阻
止人進行檢測？」她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抹黑普檢是出於政治計算，除抹
黑中央、破壞香港與中央關係，想不到其他目的。 她亦希望醫生專家負責任

■林鄭月娥批評
別有用心者抹黑
普及檢測，意圖
破壞香港與中央
關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地發言，不要在不了解情況下對計劃提出負面看法，並呼籲市民「為己為人
為香港，踴躍登記參加普及社區檢測」。

就有些醫護界人士質疑政府為何有檢測能
力時不集中做特定群組檢測，反而要啟

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林鄭月娥澄清，普及
社區檢測及特定群組檢測兩者是完全沒有關
係，並指政府會為特定群組檢測，亦會為醫
管局和衞生署需要做的診斷、治療或衞生監
察的檢測工作保留實力，「我們完全不會將
這些檢測能力拿來做社區的普及檢測。社區
裏的普及檢測全部是因為中央支援我們，我
們額外有了一個相當大規模的力量，所以我
們一次過做一個普及的社區檢測。」
她表示，不希望還有醫生在不了解情況下，
對於普及的社區檢測再提出一些負面的看法，
強調社會知名人士特別是專門領域的人，應有
責任地發言。

重申屬
「願檢盡檢」
性質
就有人造謠普及社區檢測是強制性，林鄭月
娥重申這是一個100%自願性的普及檢測計劃，
目標是「願檢盡檢」，所以如果市民不願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沒有人可以迫他們接受檢測，同時當局亦不會
為這個自願性的檢測加上任何條件或後果。
林鄭月娥指出，自從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後有人不斷抹黑這個計劃，「為什麼他們要有
這樣的心腸去阻止香港市民參與這個計劃？只
有一個目的，這個就是政治計算的目的，就是
再找一件事抹黑中央、破壞香港與中央關係的
目的，我想不到有另外一個目的。」
她並指，如何讓市民更加掌握檢測過程及知
道他們的個人私隱得到百分百保障是政府的責
任，所以接下來數天市民會看到政府更多的公
眾宣傳。她亦希望傳媒多做些客觀、準確、持
平的介紹。
另外，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網頁發文，題為
《抗疫7月 堅定信心》，講述過去一個月由
逾200名確診病人等候入院，及感染群組包括
多間安老院舍等情況，到近日整體已呈下降趨
勢。她表示，自7月初開始的第三波新冠肺炎
疫情至今已持續接近兩個月，事態的發展引證
了部分專家所說，這個病毒相當「狡猾」，並

再次提醒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和病毒共存，直至
有效疫苗出現和被廣泛應用。

盡快有效落實抗疫三工作
她感謝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的情況，
積極回應特區提出的請求，她說，會用好中
央政府給予特區的支持，盡快有效地落實三
項工作，包括在 9 月 1 日展開一次過普及社
區檢測，為市民提供「願檢盡檢」服務；在
數星期內在亞博館完成建設社區治療設施；
及在數月內在亞博館旁的土地上興建臨時醫
院。
林鄭月娥總結過去8個月的抗疫經驗，指香
港不論在病毒檢測能力、感染源頭追蹤、檢疫
設施、治療設施、生產防護物資、應用科技等
方面都有所加強，加上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區
將更有能力應付未來的另一波疫情。她強調，

抗疫過程無疑十分辛苦，但希望市民保持對香
港的信心，不要鬆懈，互相扶持，早日走出
「疫」境。最後她呼籲市民踴躍登記參加普及
社區檢測。

逾五千醫護報名助採樣
另外，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獲大批醫護人員
支持，政府發言人昨晚公布，至今已有超過
5,000位醫療人員報名參與計劃，協助巿民採
集樣本。發言人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和食物
及衞生局昨日傍晚與醫療界別團體舉行會
議，講述參與普及計劃的醫療人員編配情
況、呼吸器測試，以及採集樣本及其他訓練
的細節安排。政府揀選的社區檢測中心場地
都經衞生署和機電工程署評估認為合適，各
中心會按衞生署建議實施各項感染控制措
施，當值人員亦會獲提供足夠保護裝備。

檢測資料保密 分流採樣減聚
講》邀請徐英偉討論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席間向徐英偉提出市民對計劃存有
的疑問。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社區幹
事劉天正指出，特區政府即將推出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不少市民希望了解更多
細節，其中有市民提及，檢測中心遍及
港九新界多區，若外出路過時是否需要
迴避或「兜路走」，避免受到感染。

徐英偉：中心防疫達標
徐英偉強調，絕對不用迴避。因為計劃

■徐英偉
（中）駁斥攬
炒派對普及
社區檢測的
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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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出是為了盡快找出隱形患者，為有需
要的人提供治療，及早阻截傳播鏈。再
者，檢測中心的防疫設計達到防疫及抗
疫標準，確保不會存在任何風險，市民
可以安心。他呼籲，待當局稍後公布檢測
細節時，市民可以積極參與。
張國鈞亦提到，外界有指檢測工作聚集
大量人群會產生感染風險，徐英偉回應表
示，當局亦考慮有關因素，故在進行測試
時，會盡量避免人群聚集，包括在全港多
區設立採樣站，以及安排市民預先在網上
登記，並在特定時段才到檢測中心，以減
少人流聚集，他又希望僱主可提供彈性上
班安排，讓上班族可以參與。
對於攬炒派不斷聲稱檢測會取走參
與者的 DNA，甚至說成把個人資料送
回內地，徐英偉指出，今次測試的目的
是要找出社區隱形患者，根本做不到取
走他人的 DNA 資料，整個測試工作均
在香港進行，不會出現把港人的資料送
往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而所有參加者
的資料樣本，亦將於計劃完成後銷毀。

市民繪心意卡 感謝援港醫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鑑於
疫情嚴峻，為了盡早識別社區隱形患
者，特區政府將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卻被攬炒派拿來大做文章、肆意扭
曲。為正視聽，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昨日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講解
有關計劃的重點。徐英偉強調，今次檢
測計劃冀能及早找出源頭，盡早展開醫
治，市民的檢測資料絕對保密，為自己
及家人健康，呼籲大家踴躍參與。
張國鈞昨日在網上節目《民記有嘢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正值抗疫
關鍵時刻，早前內地派出 7 名核
酸檢測支援隊先遣隊員赴港一同
抗疫。得悉這個消息，不少香港
市民十分受鼓舞，用漫畫及手寫
留言的形式繪製成一張張心意
卡，向赴港內地醫護表達支持和
謝意。
有細心的市民特地搜集了先遣
隊員的照片，繪製成 7 人的漫畫
肖像。有市民則將先遣隊員描繪
成七俠形象，歌頌他們「拔刀相
助」的俠骨義氣。更有市民作了
一首原創歌曲《逆行天使》，向
他們致敬。
當香港面臨第三波疫情爆發之
際，中央特地派遣醫療隊伍前來
支援，但香港某些政客卻危言聳
聽，罔顧港人安危，企圖抹黑內
地醫療支援隊伍，阻礙港府與市
民齊心抗疫。不過，群眾的眼睛
是雪亮的，香港市民用語言和行
動否定了這種荒謬言論。「每當
危難來臨，總有強大的祖國在我
們背後。」一位香港市民這樣寫
道。而赴港支援的內地醫護的勇
氣、無私和大愛精神，早已令香
港人銘記於心。

火眼實驗室檢測準備就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凱
雷）特區政府將在 9 月 1 日啟動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為配合計劃，華昇診
斷中心與政府部門多方配合下，於中
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內設立了 16 個火眼
氣膜實驗室。目前，實驗室設備已完
成調試，隨時可以開始執行檢測任
務。
華昇診斷中心表示，當前實驗室設
備已完成調試，並獲得衞生署的 EQAP
證書，隨時可開始執行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的檢測工作。中山紀念公園氣膜
火眼實驗室將為香港市民提供 2019 冠
狀病毒核酸檢測服務，將全力配合政
府採樣時間、物流、預約登記人數。
據介紹，火眼實驗室每天可檢測 10 萬
單管。若採用「五混一」的混檢方
式，檢測能力最高可提升至 50 萬份。
不過，要達成這個目標，需要 600 名檢
測人員每天三班輪流工作。
中心強調，市民的個人 DNA 和資料
均不會被實驗室收集，非陽性樣本會

■火眼實驗室設備已完成調試，隨時可
以開始執行檢測任務。
受訪者供圖
及時銷毀，初步陽性樣本將送至衞生
防護中心實驗室進行驗證。

委員籲踴躍參與：普測助經濟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普及社區
檢測將於9月1日展開，多位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呼籲廣大市民為自身健康和切身利
益着想，踴躍參與檢測，實現早發現、早
隔離、早治療，切斷傳播鏈，最終全面控
制疫情，令香港經濟社會重回正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姚志勝指，中央提供人力物力
支持香港進行普及檢測，有助香港切斷隱
性病毒傳播鏈，控制社區爆發，徹底斬斷
疫情。他呼籲廣大市民為自身健康和切身
利益着想，踴躍參與檢測。對於坊間一些
對普及檢測的惡意攻擊和詆毀，市民應保
持警惕，勿被誤導分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理事葉建明表示，香港將開始全民自願
病毒檢測，這是香港為篩查隱形患者和
傳染源，實現早發現、早隔離、早治

療，最終全面控制疫情，令香港經濟社
會重回正軌的「必選之題」。雖然此次
檢測屬自願，但在面對公共衞生危機面
前，需要每位市民肩負起社會責任，為
自己及家人健康考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
促進會會長魏明德指，現在社區上仍有
不少源頭不明個案，反映隱形傳播鏈仍
未清除。持續的疫情已經對香港經濟造
成嚴重衝擊，呼籲社會各界踴躍參加檢
測，讓疫情早日受控，讓香港經濟早日
復甦，社會恢復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呂耀東指，中央先後派
出抗疫專家及檢測支援隊來港，提供意
見、協助增建醫療設施及提升檢測能
力，並配合港府落實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相信有助在社區中找出帶病毒及無
病徵者，減少社區傳播鏈。香港應萬眾

一心，不分黨派，避免或減少議而不決
的弊端，積極地處理現時嚴峻的疫情，
令民生及經濟盡快走出谷底，讓社會及
中小企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表示，香港確診個
案頻增，醫護人員為抗疫已疲於奔命，醫
療系統亦已不勝負荷。中央政府應港府的
請求，馬上伸出援手，連日來派遣內地檢
測人員來港協助，展開大規模核酸檢測，
並幫助香港加快建設隔離及治療中心。內
地醫療團隊來港相助，猶如一場及時雨，
對本港經濟復甦非常重要。
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亦呼籲全體
委員、會員及家人與朋友積極響應檢測，
同心抗疫，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
療」。共同支持香港早日度過艱難時期，
及早讓所有市民恢復正常生活和經濟活
動。

中出周年大會 籲會員積極參與普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 24 日晚在會所和網上舉行了 2020 年度
周年會員大會，會長林龍安在內地通過視頻主
持大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代表會董會呼籲
全體會員及商界朋友，為自己和家人健康、為
香港經濟和就業，踴躍參加政府於 9 月 1 日開
始啟動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讓香港早日擺脫
疫情影響，重新上路。
陳勁在會務報告中指出，受黑暴和新冠肺炎
影響，香港社會受到破壞、市民大眾的安危無
保障、經濟遭受嚴重影響，大量中小企、商舖
被迫結業停業，社會整體失業率大幅飆升。中
央高度關心香港市民安危，迅速採取一系列措
施，還香港社會和平安寧。他表示，商會感謝
中央政府派出醫療專家協助抗疫，讓我們充分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呼籲全體會員及商界朋
友踴躍參加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體會到有強大祖國做靠山，「一國兩制」下的
優越性。
大會也感謝特區政府順應民意，大手筆撥出
三千多億資助企業和民生，減輕了社會整體大
規模的結業和失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