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 建言獻策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伍泳傑

20202020年年99月月3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9月3日（星期四）

2020年9月3日（星期四）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劉與量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吳換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黃英豪 全國政協委員 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

社區普檢助香港早日走出疫境

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在港爆發，儘管來
勢洶洶，幸有香港醫護與市民齊心協力，一致
抗疫，雖未完全受控，但已有緩和跡象。政府
亦由上月28號起開始放寬限聚令，盼能盡早恢
復社會正常秩序、重塑本地經濟。眼下全世界

仍受新冠肺炎病毒威脅，經濟持續停擺，然而生活始終要繼續，因
此當下防疫及控疫工作非常重要。據內地及國際上的防疫經驗，針
對傳染性強且易變種的新冠病毒，「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是
效率最高、最實際亦最有用處的應對策略，而其中「早發現」是最
關鍵的一步，只有盡早確認病毒存在與否，才能有效阻止其蔓延擴
散，避免造成更大範圍的傳染與爆發。
面對檢測的迫切需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千呼萬喚始出來。由內

地派遣抗疫經驗豐富的醫療團隊支援，免費為全港市民提供一次性

自願檢測服務。作為找出隱形患者，截斷病毒傳播鏈的難得機會，
相信只要香港市民積極參與，主動配合，社區的潛在威脅將很快會
被找出，全港經濟民生恢復正常指日可待。
近日來社會上不乏對全民檢測質疑抹黑的聲音。我們都知道，普

及社區檢測百利而無一害。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少人造謠、抹黑
普及社區檢測的目的和意義，企圖誤導市民、破壞香港與國家的關
係。這種將政治目的凌駕於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行徑令人不齒。相
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心存善念，能夠慧眼「識人」，看透這些
人的別有用心。內地防控疫情的實踐證明全民普測是防控新冠病毒
的最有效手段，國家對香港的關懷，我們應感到珍惜，切莫人云亦
云，辜負好意。雖此次普及社區檢測並非強制性要求，但為己為
人，筆者在此呼籲全港市民積極參與普測，眾志成城，為香港抗疫工
作貢獻力量，展現作為良好公民的質素，助力香港早日走出疫境。

持續的香港本土疫情，不僅威脅廣大市民健
康和生計，也給大部分行業帶來嚴重衝擊，影
響香港經濟的復甦。比如我所在的航運業，因
香港疫情嚴重，船員到香港不准上岸，回到內
地也不讓上岸，如果上岸要隔離14天，引致船

員都不願意在香港至內地的航線上工作，不少的這類船隻因聘不到
船員而停航，這樣不僅影響業界生計，也影響到兩地生活物資和其
他物資的交流。
目前內地大部分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已恢復常態。內地疫情防
控的成功經驗顯示，核酸檢測的普及和健康碼的實施，是預防疫情

擴散最有效的手段。將檢測結果與健康碼密切聯繫，只要檢測結果
為陰性的，在通關時進行健康碼互換，便無需強制隔離，有利於內
地與香港的人員交流和物資往來恢復正常。
特區政府於9月1日開始免費普測，讓健康碼盡快實施，讓內地

和香港交流盡快開通。這是香港早日擺脫疫情，重啟經濟的有力舉
措，我對此非常支持。本人不僅全家都會去檢測，還呼籲公司全體
員工都去檢測。我呼籲廣大市民不要聽信謠言，大家應該齊心協
力，珍惜這次機會，積極參與檢測，不僅為自己、為家人的健康着
想，也為香港社會盡自己的責任。

積極參與社區普檢 齊心推港重啟經濟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踴躍參與普檢 重振經濟改善民生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正式開展，檢測過程
暢順舒適，市民反應熱烈，也證明針對檢測的
各種抹黑謠言不攻自破，普及社區檢測只是防
疫的必要舉措，不應受到政治化的干擾。本港
能夠開展大規模的檢測，提升防疫能力，切實

保障港人健康安全，受益於中央的大力支持，再度顯示中央始終是
本港最堅強、最可靠的後盾，不論是政治、經濟、民生問題，在關
鍵時刻，中央都會果斷出手，協助本港解決自己不能解決的困難。
廣大市民充分感受到中央愛港挺港的情意，更積極參與檢測，以利
本港有效控疫，盡快恢復與內地的正常經貿、人員往來，更好地把
握國家經濟回穩的機遇，為本港重振經濟、改善民生注入強大而持
久的動力。
本港已經歷三波疫情，始終未能有效控制，尤其是第三波疫情形

勢一度相當嚴峻，曾出現連續多日單日確診個案過百宗的情況，有
多個不明源頭案例，令人擔心疫情有失控的危機，而本港檢測能力
不足，成為有效控疫的明顯短板。在此重要關頭，中央派出支援隊
支持本港檢測，讓本港有條件進行大規模檢測，得以找到隱性感染
者，截斷社區傳播鏈，實現早發現、最隔離、最治療，邁出有效控
疫的關鍵一步。

有效控疫的關鍵一步
眾所周知，普及社區檢測的成敗，取決於參與的檢測人數，人數

越多，才有更大機會找到隱性感染者。但是，本港個別別有用心的
組織和人士，總是用陰謀論看待中央支持香港的措施，總不樂見香
港和內地互利互助，這些組織和人士不僅散播「檢測無用論」、不
切實際，危言聳聽聲稱「檢測會造成人群聚集、交叉感染」，以及
檢測的拭子會「插半個頭」，有所謂醫護組織更煽動市民杯葛檢
測。防疫要靠科學，內地和外國的成功控疫經驗證明，大規模檢測
是控疫的不二之法，作為專業人士可以表達不同意見，但以似是而
非、誇大失實的言論誤導市民，給防疫添煩添亂，則未免有違專業
操守道德。
令人欣慰的是，尊重科學、對市民有愛心、負責任的醫護始終是

大多數。有超過6000名醫護人員主動參與協助，為市民提供專業

的檢測服務；政府顧問專家、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及中大醫學院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既參與檢測採樣更互相採樣檢測。這
些防疫專家、醫護人員以實際行動證明檢測簡單可靠，讓廣大市民
認識檢測的必要性，更放心積極參與檢測。到筆者執筆時，已有逾
70萬市民登記參與檢測；計劃開展第二日，有82個檢測中心預約
額滿，已有10多萬完成採樣。事實亦說明，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檢測利人利己，市民不信謠言，願意參與檢測，為防疫作出力所能
及的貢獻。
當然，本港疫情未完全受控，仍需要更多市民參與檢測。梁卓偉

指出，現時新型冠狀病毒即時繁殖率已跌至0.5以下，即一個確診
者傳染少於0.5人，形容「疫情已到受控階段」，而按八達通出行
數據，潛在病毒即時繁殖率超過1。梁卓偉解釋，當社區有足夠病
毒量可有即時爆發，故防疫仍有隱憂，檢測可助社區找出隱形病
人。許樹昌則一再強調，全民檢測越多人參加越好。既然檢測採樣
過程方便快捷，有關檢測的謠言謊言全部子虛烏有，檢測免費而優
質，參與檢測是對自己和家人、對香港負責，市民應踴躍支持，未
登記的應抓住機遇盡快登記。

重啟經濟民生擺脫困局
開展普及社區檢測不僅是為了有效控疫，更是本港重啟經濟民
生、擺脫困局的重要一環。受疫情影響，本港經濟深度衰退，失業
率高企，政府庫房承受巨大壓力，疫情的危機一日不解除，困擾本
港經濟民生的難題只會越來越大，市民受苦受累越來越重。內地和
澳門已經把疫情穩定下來，經濟、社會活動逐步恢復正常，就連疫
情最先爆發的武漢，也擺脫疫情、重現活力，中國是全世界在疫情
中恢復最快、經濟重回增長的國家。
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疫情反覆的情況下，本港作為以服務業、

外向型為主的經濟體，更要做好普及社區檢測，與內地、澳門防疫
同步，盡快實現三地的正常往來，為本港的旅遊、零售業帶來客
源，刺激本港消費市場，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職位。2003年沙
士疫後本港經濟迅速復甦，就是靠內地遊客的消費帶動。現在本港
要走出經濟低谷、減輕市民生計生活的痛苦，更要積極落實普及社
區檢測，把疫情控制住，為振興經濟、改善民生創造必要條件。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在9月1日正式展開，
這些天各個社區檢測中心整體運作暢順，有數
以萬計市民已經完成了檢測，顯示該計劃受到
香港社會的普遍歡迎。不過，由於還有相當一
部分的市民尚未預約，政府有關方面還需要繼

續努力，大家都應該盡到市民的責任，除了積極參與之外，還需要
協助宣傳發動，呼籲尚未參與的市民打消疑慮，一起去預約及參加
檢測，共同為香港成功防疫抗疫盡一分力量。
本港自7月份以來，爆發了第三波疫情，高峰時每天都有100
多宗確診個案，現在疫情雖然略有緩和，但總是斷不了尾，這些
天依然有十幾宗新增確診個案，其中還有不少屬於本地個案，有
些還找不到源頭，顯示社區內存在着隱性的病毒傳播鏈，時刻都
對港人的身體健康帶來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只有通過普及
的社區檢測，方可找到隱藏在社區的隱性患者，切斷病毒傳播
鏈，並為本月下旬學校的復課以及日後建立健康碼，為港人正常
出入境和恢復經濟動力，創造必要的條件。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
的防疫經驗都證明，凡是及時進行了全面而普及的檢測，疫情就
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經濟就能重啟，生活就能恢復正常，內地就
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會一直受到疫情的困擾。
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直抗疫不力，導致已經有600多萬美國
人染病，近20萬人死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性的經濟體，今
年初以來不得不實現嚴格的防控措施，令經濟大受打擊，市民日
常生活也受到重大影響，如果再不採取果斷措施來控制疫情的
話，市民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香港人，都
不願意看到香港社會和市民長時間受到疫情煎熬。因此，參與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是一個市民應盡的責任，大家都應該為香港這
個共同的家園恢復生機而出力。
遺憾的是，至今還有一些人，包括少數以政治偏見凌駕醫療科

學的醫護人士，不僅對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進行毫無事實根據的造謠
抹黑，還說什麼普檢只是特首討好內地而推動的「國家級任務」，
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呼籲市民杯葛普檢，更是「為反而反」的攬
炒行為，與香港社會主流民意背道而馳。試問，如果不進行普檢，
截斷病毒傳播鏈，你們又有什麼好的方法來控制疫情，難道要眼睜
睜地看着廣大市民長時間遭受疫情之苦嗎？
事實上，這幾天檢測中心運作的實際情況，已經令這些抹黑謠

言不攻自破。本人日前也和家人一起參加過實際檢測，親身感受到
檢測中心場地寬敞，空氣流通，並嚴格按照科學規範去運作，也有
防止採樣及輪候時感染的控制措施，尤其是不會進行所謂的深度採
樣，拭子只會伸入鼻腔1-2厘米和咽喉，在黏膜表皮揩拭數次即
可，不會對人體有傷害。而且，一旦發現有初步陽性個案，必須由
衞生署覆檢之後，才會定為「確診」，不會導致「假陽性」，市民
大可放心。至於有人認為自己沒有病徵，無需參加檢測，這種想法
也是不應該的。因為，普及檢測需要有九成以上的參與率，才能真
正說是收到成效，由於新冠肺炎病毒非常頑固兼狡猾，有些人被病
毒感染之後，一點病徵也沒有，但也會將病毒傳染給他人。如果不
參與普檢，就無法找到這些病毒的隱性攜帶者，香港就無法真正成
為安全無毒的城市。
另外，我們也建議政府有關方面要及時總結經驗，進一步提升

檢測中心的運作效率，增加熱門檢測中心的容量，適當延長開放的
時間。比如，在晚上應該延長到10點，方便市民下班之後前往檢
測。另外，鑒於還有部分市民尚未預約，當局也要進行研究分析，
如果某些區域報名的市民不多，就要及時與當地的社區組織聯繫，
進行有重點宣傳發動。對於一些不懂得網上預約的老人家，也可以
發動義工團體為他們提供協助。對於市民提出的問題要及時給予解
釋，對反對派的抹黑謠言要盡快澄清，爭取有更多的市民打消疑
惑，積極參與，使普檢達致預期目標。

盡市民義務 共參與普檢

為應對新冠疫情在社區爆發，港府於9月1日起
正式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呼籲全港市民參與普
檢，盡快篩查出隱形患者，切斷疫情傳播鏈，以重
振香港經濟民生。中央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卻遭亂
港派肆意詆毀抹黑、販賣恐慌，擾亂民心。大疫當
前，人命攸關，亂港派竟將政治私慾凌駕於公眾安
全之上，企圖阻礙抗疫，如此泯滅良知，人人得而

斥之。
普及社區檢測本來是好事，但仍有一些別有用心的組織和專家說三
道四，就變成了壞事，令部分市民有猶豫。如果要打消市民顧慮，首
先要全方位了解政府的抗疫工作。政府採取「三管齊下」的策略，即
衞生署與醫管局做病學檢測、特定群組檢測和全民檢測，務求做到早
識別、早隔離及早治療。其中普及社區檢測是重中之重，為了在安全
的前提下加快推進、保證市民隱私，港府承諾將堅持五大原則，包括
短時間提供免費檢測、保持社交距離、便民及電子化、確保整個流程
安全有序、保證個人資料身份安全。
而當前由於普及社區檢測引發的質疑和爭議，針對毫無依據的惡意
生謠，筆者做過詳細了解，現逐一釐清：一、謠傳「檢測時插入半個
頭深度採樣」，對此近日專家醫生多次親身演示解惑：拭子只深入鼻
腔1-2厘米和咽喉，於黏膜表皮揩拭數次；二、擔心「採樣/輪候有感
染風險」，實際上檢測中心從感染控制角度評測出合適有充足社交距
離和感染控制措施，市民無須過分擔心；三、質疑「檢測不準確」，
經核查進行測試的臨時氣膜實驗室已參加及通過衞生署外部質量評估
項目，檢測技術水準和質素均有相當保證；四、憂慮「假陽性」令自
己無病變有病，針對這一點，專家多次表示，所有呈初步陽性的個察
均會由衞生署覆檢確定無誤才被定為「確診」；五、針對「檢測成效
不大」這一說辭，筆者認為此為最大謬誤，根據當前數據統計，隱形
患者大約佔確診者的23%。而全民檢測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排查
沒有病徵的隱形患者，將確診者隔離醫治，截斷社區傳播鏈。全民檢
測不只「利己」，更是「利人」，是每一個愛香港的市民應當承擔的
抗疫責任，義不容辭。六、「市民基因送往內地」更是無稽之談，政
府已經三番四次說明這是陰謀論和抹黑，這些根本不會發生；從醫學
角度看，透過檢測樣本採集DNA極微量，不適宜用於基因測序，從而
無法建立DNA數據庫。
新冠疫情下，大規模檢測效果在國際社會得到充分驗證，內地亦有
比較成熟有效的經驗可借鑒。為此，早前香港有不少專家亦多次呼籲
進行全民檢測，但從全民檢測或普及檢測有許多後勤和支援問題要考
慮，香港檢測治療有短板，醫療系統無法負荷在短期內檢測數百萬人
的壓力。此時中央全力支援香港抗疫，在建立方艙醫院和大規模檢測
方面提供協助，負責提供人力和所有費用，足見國家對香港的關愛。
正常人感恩都來不及，亂港派卻危言聳聽，大肆散播各種愚蠢謠言，
反對內地支援和普及社區檢測，將幾百萬本港市民的安危作為政治籌
碼，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本港疫情反復，第三波疫情確診案例持續高企，截至昨天，香港新
冠病毒確診病例已經超過4800例，病毒造成90多人死亡，而近日每日
確診個案仍有10多宗，接連出現源頭不明個案，現有措施無法完全控
制疫情，形勢仍然嚴峻。疫情之下，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在此筆者
呼籲廣大市民拋開政見，對政府的抗疫工作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配合，
積極參加普及社區檢測，同舟共濟打贏這場疫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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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在 9 月 1 日正式實施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截至周三早，已有超過70萬人於網上登
記。然而，這樣一件有利於排查受感染者、恢復香
港的經濟的好事，卻仍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提出
反對，其中最為無稽的，就是擔憂民眾基因會被送
往內地。
事實上，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已表

示，所有個人資料皆會保密，檢測僅在香港進行，樣本不會送出香
港，及待檢測完成後，便會銷毀。而且，即使從醫學角度看，因為鼻
拭子或咽拭子中所包含的細胞DNA 極為稀少，也不宜用於基因測序。
而不測序，就無法建立 DNA 數據庫。是以這些所謂的「擔憂」只是在
造謠抹黑，從科學上，根本站不住腳。
普及檢測勢在必行。要知道，截至周三早，香港的新冠病毒確診病
例已經超過 4800 宗，死亡人數則已達到 90 宗。更遑論香港超過半年
的封關、限聚令的施行，對旅遊、餐飲和零售所造成的衝擊。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推行的。通過檢測，可以找出無症狀
感染者，從而阻斷社區傳播鏈，以便更好地掌握社區感染情況，達到
「早識別、早隔離、早治療」的目的。
檢測流程則完全遵循自願原則，同時十分便利。聶德權介紹，採樣
過程很快，僅約幾分鐘，不會感到疼痛。鼻腔是指鼻孔內一兩公分深
處，並不會用棒插到鼻腔極深處。而市民若想接受檢測，則可在網上
預約社區檢測中心以及時段。假若檢測結果呈陰性，則約會在三天內
收到短訊通知；若呈陽性，則會收到香港衛生署致電，並被立即送往
公立醫院隔離和治療。
而其中產生的費用，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擔。不僅是錢，中央還出

人。中央政府，已向香港派出兩支隊伍支援抗疫。第一支「（中國）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由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從省內20餘家公立醫
院選派約60名臨床檢驗技術人員；而另一支隊伍，則是由中國國家衞
生健康委員會組建的「（中國）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主要為香港
亞洲國際博覽館改建為「方艙醫院」提供設計、運營和管理經驗的技
術支持。
可以說，中央政府出錢出力，只要香港需要，中央全力相助。從 141
個社區檢測中心，其中包括多間體育館、社區中心、灣仔會展中心、九
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以及約 6000 名醫護人員參與協助檢測，以及來自
75個政策局和部門，共約 4000 位政府人員負責行政支援和中心管理當
中，我們不難看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為此投入的心力和努力。也不
難看出，相關醫護人員和政府人員所展現出的擔當與責任心。
但是，相關人士的這些努力，中央政府這樣的善舉，卻被另一些專
家和醫生不斷抹黑，這完全是「政治計算」。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指
出的，他們只是「在找一件事抹黑中央、破壞香港與中央關係」。中
聯辦發言人也表示，香港極少數別有用心者，製造和散布惡毒謠言，
詆毀抹黑內地援港抗疫舉措，行徑卑劣，令人不齒。
另外，《人民日報》的聲音同樣振聾發聵：「中央應香港請求進行支
援，派出檢測隊赴港協助檢測，推出支持香港抗疫『三大項目』，體現
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表達了內地人民對香港同胞的深厚情誼，
祖國內地是香港戰勝疫情的底氣和靠山。在這樣的情況下，誰再借機對
內地支援和社區普檢進行污衊、抹黑，企圖阻礙抗疫，就是站在了 750
萬香港市民的對立面，是對香港未來和市民福祉的背叛。」
我們決不能容忍這樣的背叛行為；我們亦決不能容忍這些「借機對
內地支援和社區普檢進行污衊、抹黑，企圖阻礙抗疫」的行為。我們
也要深刻認識到，自願檢測，其實是在盡公民責任。正如特首林鄭月
娥所說，市民能憑良心、盡公民責任，才是最重要的。唯有大家齊心
協力，我們才能盡快切斷新冠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鏈，從而遏制新冠疫
情，盡早恢復香港經濟，並還市民以穩定、安寧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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