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先有黑暴肆虐，後有新冠肺炎來
襲，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立法會
財委會昨日審議政府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撥款申請，有多批市民團體
到立法會大樓外請願，呼籲反對派
議員不要拖後腿，應當通過撥款助
穩定民生。
多批市民團體昨日先後到政府總
部外請願。有市民手持「抗疫基金
保民生」、「齊心協力共同抗疫」
的標語牌，有團體則高叫「通過防
疫撥款，扶助受苦市民」、「堵截
境外輸入，才是防疫正道」、「盡
快推港康碼，開通陸港關口」等口
號表達訴求。
「保衛香港運動」呼籲反對派議
員不要抹黑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拖政府後腿及拖延撥款。主席傅振
中並提到，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等
歐洲國家及地區已開始爆發新一波
疫情，特區政府應採取積極圍堵政
策，助防疫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盼集中抗疫推健康碼
沙田各界關注同盟代表說，希望
政府於第三輪基金中支援非政府組

織，派發防疫用品給市民，並向
18區民政事務處加大撥款，與衞
生署合力做好防疫工作，又促請政
府集中力量堵塞境外輸入漏洞，盡
快達到零確診的目標，創造推出健
康碼的有利條件。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4名代表到場

聲援。發言人指，現時廣大市民
都因為疫情關係，面對各種生活
困境，急需支援，抗疫基金尤如
一場「及時雨」，能解決燃眉之
急。
從事物流的蔡先生說，自從因疫

情實施封關以來，行內生意明顯下
跌，政府的抗疫基金幫助未必很
大，「但總好過冇。」他認為政府
應將重點工作放在抗擊疫情，務求
盡早推行健康碼，並實現內地與香
港恢復通關，只有這樣大家的生活
才能回歸正軌。
「基層市民權益關注組」代表歐
陽長富亦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先
受到黑暴肆虐，後有新冠疫情來
襲，港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希望政
府正視基層市民的合理訴求，設立
緊急失業援助金及緊急生活補貼，
讓市民渡過難關。

■沙田各界關注同盟

■基層市民權益關注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衛香港運動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團體挺「疫金」
籲反對派勿拖後腳

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昨日審議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會議長達8.5小時，建

制派議員針對民生經濟議題，提出不少建設性建議，包括盡快開通健康

碼、降低綜援申請門檻、設置失業援助金、評估高風險地區疫情輸入等。

對於跨黨派提出健康碼的問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回應時表示，須待香

港疫情穩定，並讓廣東有信心後才能開通健康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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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抗疫基金 建制聚焦民生
關注健康碼開通 倡放寬綜援門檻 冀設失業援助金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晚發表題為
《消費「十二非法入境者」的荒唐邏輯與險
惡用心》的時評，全文如下：
日前，12名香港居民因非法進入內地管
轄水域被捕，犯罪事實確鑿，適用法律清
楚。然而，在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操弄
下，這一事件被大肆歪曲炒作，種種說法顛
倒黑白、混淆是非，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
影響。反對派消費這12名非法入境者及其
家屬，其真實目的是煽動香港社會對特區政
府的不滿和對內地的仇視。
12名香港居民在內地管轄水域被廣東海

警查獲，涉嫌觸犯內地的偷越邊境罪，理應
依照內地相關法律管轄和處理。這12人目
前在深圳被刑事拘留，程序符合內地法律法
規。眾所周知，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制度不
同，香港目前沒有和內地移交逃犯的法律機
制，內地有權按自己的法規進行拘押、審理
和懲處。事件發生後，特區政府密切跟進，
在尊重當地司法制度的原則下為這些香港居
民提供可行協助，所作所為合情合理，無可
指摘。
但是，一些香港反對派議員卻將此事當
做興風作浪的好機會。在他們的策劃和鼓

動下，被捕港人家屬先是召開記者會要求
內地把12人移交香港，後又要求特區政府
向內地警方施壓。更有家屬在反對派議員
「陪同」下到香港警察總部報案，混淆視
聽，將本應由內地處理的案件說成可在港
立案。種種作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完全
是胡攪蠻纏，粗暴干預內地的正當執法和
司法程序。
連日來，反對派政客又是求助美國「告洋

狀」，將事實清楚的法律問題硬說成「人權問
題」，意圖借國際反華勢力向特區政府和內地
施壓；又是玩弄倒打一耙的慣用伎倆，在毫無

事實依據的情況下污衊「內地海警進入香港水
域執法」，造謠「香港警方將12人『賣豬
仔』」。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無賴手法，與
其在「修例風波」中的操作如出一轍。
可笑的是，如今聲嘶力竭要求「送港」的

人，恰恰就是去年對修訂《逃犯條例》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喊打喊殺
者。正是由於他們製造事端、橫加阻攔，香
港與內地至今未能簽訂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和
移交逃犯協議。如今，這夥人全然不顧香港
社會撕裂傷痕未癒，繼續大吃「人血饅
頭」，迷惑和欺騙不明真相者。他們知道部
分香港市民對內地司法制度了解不多，便捏
造兩地警方勾結迫害港人的假象，危言聳聽
製造社會恐慌。他們遮蔽事理和邏輯、販賣

焦慮與恐懼，打「悲情牌」激化矛盾，挑起
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反感和對內地的仇恨。他
們根本不是想真心提供協助，而是出於政治
私利，赤裸裸地消費和利用這12名港人和
他們的家人。
反對派的荒唐邏輯與險惡用心，暴露了

他們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惶恐不安的
心理。他們害怕看到香港社會由亂到治，
於是不斷伺機生事，意圖再次掀起反中亂
港歪風，讓香港永無寧日。然而，無論他
們如何賣力演出，都不可能改變事實本來
的面目，更不可能動搖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14億中國人民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決
心。奉勸這夥人早日看清大勢，切勿繼續
與人民為敵。

新華社時評：反對派消費「12逃犯」用心險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三波
新冠病毒疫情雖然已緩和，但暫仍未算
完結，內地仍收緊對香港跨境貨車司機
的限制，加上貨運量大減，令跨境貨車
業界生計備受影響，民建聯議員柯創盛
及陳恒鑌昨日與運輸業工會舉行記者
會，促請政府的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加
強支援業界，向司機發放一筆過一萬港
元的補貼。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指

出，跨境貨車業界自疫情爆發以來，
處於水深火熱，由於政府因應疫情實
施限制社交距離措施，餐飲業及服務
零售業受影響，亦令本地物流需求大
減。

疫情累收入暴跌65%
同時，全球各地因應疫情封關，影

響跨境轉口貿易，跨境貨車司機在貨運
量銳減下收入大跌65%，但業界在首
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中並未受惠，而有不
少原本於內地居住的跨境司機無法回家
見家人，被迫在酒店隔離，令司機承受
巨大的心理壓力。
柯創盛及陳恒鑌亦指出，香港市民

的日用品及食物，均依靠跨境司機運
送，而疫情下司機面對開工不足苦況，
卻一直被政府遺忘，形容政府「一眼都
無望過佢哋」，促請政府於第三輪抗疫
基金補漏拾遺，向跨境司機發放一筆過
一萬港元的補貼。
他們又指出，因應檢疫需要，跨境

運輸企業需要額外聘請內地接駁運輸司
機，增加的額外開支已令企業瀕臨倒
閉，擔心造成骨牌效應，故建議政府亦
向相關企業提供一筆過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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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和陳恒鑌聯同跨境貨車業界召開記招，盼政府向司機發放一筆過一萬港
元的補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界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先後提到對

何時開通健康碼的關注。林健鋒直言，香港
經濟若想重啟，要靠與內地及澳門恢復一定
程度通關，容許商務及探親活動，以及與其
他地方建立旅遊氣泡。因此，他關注特區政
府何時能開通健康碼，並建議特區政府先宣
布健康碼的申請流程及手續，毋須待到疫情
「清零」再公布。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亦強調，特區政府必須
下決心推出政策讓疫情「清零」，才能推出
健康碼、恢復經濟。

張建宗：疫情穩定始「上碼」
張建宗回應說，香港在跨境安排和技術層
面已準備就緒，但香港疫情反覆，澳門疫情
已「清零」，廣東省的情況亦良好，要待香
港疫情穩定，粵方有信心才能打通健康碼。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柯創盛、梁志祥，工
聯會議員麥美娟都要求特區政府考慮推出失
業援助金，並放寬綜援門檻，包括免除因失
業而申請綜援者的資產審查。
麥美娟還提到，政府要出台政策，讓私人
業主在疫情期間不要追租。柯創盛則建議，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精準幫助有需要群
體，如小型旅行社等。梁志祥說，新公屋居
民在入住之後兩年內不能申請租金援助，如
今特殊時期，希望能否暫時豁免其租金援助
的限制。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應說，香港的

社會福利制度以家庭成員互相幫助為基礎，
若改變機制或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則表示，公屋居民都是基層
居民，房委會會就特別情況特殊處理。

葛珮帆倡增列「高風險」地區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批評，政府通過超市派發

現金券及減價來紓解民困的措施不理想。葛珮
帆則關注到疫情高風險地區的輸入個案，如今
只將英國列入高風險地區，歐洲其他國家及印
度等地也需要列為疫情高風險地區。
功能界別議員亦各自提出業界關注的問

題。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指出，第三輪防
疫抗疫基金未有對部分司機、出租遊樂船隻
提供援助。尤其是在機場為航空相關行業提
供專業服務的公司，例如飛機維修等，需要
政府幫助他們保留僱員和實力，才能在疫情
後恢復香港航空業的能力。勞工界議員潘兆
平關注，政府未有新一期「保就業」計劃，
會如何支援僱員。

馬逢國盼增援自僱者
體演文出界議員馬逢國表示，業界許多生

計堪憂的自僱者難以在第一輪和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當中得到支援，政府應該有能力識
別需要幫助的自僱者，在第三輪基金救其於
水火。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建議為飲食界增加資

助，延長寬免差餉的安排。謝偉銓關注街市
非接觸的支付系統的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
在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中，預留84億
港元用於採購疫苗，但攬炒派議員長
期以來「逢中必反」，如今又借疫苗
繼續抹黑內地，多次聲稱香港市民會
因為疫苗來自內地而拒絕接種。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呼籲攬炒派不要再抹黑
國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及衞
生署署長陳漢儀亦強調，採購疫苗是
為了保障香港市民健康，選擇藥廠時
都有科學依據。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人民力

量」議員陳志全均聲稱，疫苗若源於內
地會引起「信心問題」。民建聯議員陳
恒鑌則反駁，攬炒派議員此前抹黑普及
檢測，現在又抹黑疫苗，並強調特區政
府要嚴正反駁攬炒派的無理指責，社會
才能有正氣。
張建宗則呼籲，大家不要再抹黑國

家。此前的社區普檢就是因為國家的協
助才能落實，在普檢結束後，香港也增
強了檢測能力。疫情隨時捲土重來，且
沒有疫苗，始終只能「挨打」，倘內地
生產的疫苗能夠上市，就說明是完全合

格的，並質問攬炒派是否國家的疫苗就
不好，美國的疫苗就是好的。
陳肇始則表示，選擇藥廠時主要視

乎科學數據，政府有參與疫苗全球獲
取機制，目前已與部分藥廠磋商並簽
訂協議，期望本港市民每人都有疫苗
使用。
陳漢儀指出，聯席科學委員會及政府
4位專家顧問都建議採用至少兩種技術
平台的疫苗，而非以國家作標準，着重
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為了保障香港
市民健康，需要有這個預算。

疫苗保民健康 張建宗促勿抹黑

■財委會昨審議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建制派議員提出不少建設性建議，包括盡快開通健康碼等。張建宗回應時表示，須待
香港疫情穩定，並讓廣東有信心後才能開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