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論壇文
匯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8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

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提
升
戰
備
意
志
收
緊
入
境
防
疫
措
施

特區政府為聖誕節至農曆新年期間，訂定預置性出入
境防疫措施，應該比斬斷第四波傳播鏈，還要緊急。政

府若不及時檢視政策及制度漏洞，恐釀管治危機。
在上個月，敝人在本欄提到，相比起2020年首兩季，特區政府的抗

疫工作，從第三波過渡至第四波，引發了社會較大爭議。在第四波疫情
尚未受控、未有拾級回落的當下，相關爭議，甚至可能引發管治危機，
重新動搖本地社會的安穩。從危到機、再從機到危的轉化，特首本人及
社會各界，實在不可不察。且就天氣、醫衞，以及經濟幾個角度，淺論
之。
最近兩波疫情，都是由海外傳入，再於大小社區爆發。上一波疫情代

價較小、控制尚算快，主要是因為尚未波及醫護人員及老人院。普羅市
民最關心的每日更新數據，自然是新增個案、尤其是源頭未明個案之多
寡。然則，從第四波爆發至今，所呈現的危機特性看來，恐怕會同時推
高病故個案，以及致命率。

新加坡感染個案一度飆升，主要是外勞生活環境遠不如本地家庭所
致；但該國死亡個案極少、致命率更遠低於本港，其中一個原因，或許
離不開當地赤道氣候。長年溫濕、陽光充沛，不但可以大幅壓縮新冠病
毒在室外的存活可能與時程，另一方面，也讓人類的上下呼吸系統，都
得以更強健地運作。一消一長之下，或許就是新加坡感染人數不少，但
致命個案十分少的微妙關鍵。
事實上，歐、美多國在重新收緊防疫措施後，卻未能抑制10月以降

的疫情。隔洋相望的日、韓，亦復如是。在內地的零星個案，亦隨之而
增多，具體數字固然不及外國之零頭，但單論增幅亦決不可掉以輕心。
上述現象同時發生，除了各國民眾漸次鬆懈、或火燒連營式的跨國傳播
鏈外，恐怕還是中高緯度國家進入初冬所致。
慮乎此，香港面對的抗疫壓力，肯定是一波勝似一波。隨着北半球步向

隆冬，從歐到美再到東北亞，抗疫形勢只會越發嚴峻。特區政府能否未雨
綢繆，為聖誕節至農曆新年期間，訂定預置性出入境防疫措施，應該比斬
斷第四波傳播鏈，還要緊急。說到底，過去兩波疫情，都與入境檢疫豁免
直接相關；檢視政策及制度漏洞，是迎戰抗疫寒冬的第一防線。

除了臨時局部停航、進一步收窄豁免資格，準備更多隔離措施及設
施，甚或延長檢疫期至三周，都值得特首及座下官員考慮。否定全民檢
疫是一回事，有否提升戰備的意志是另一回事，失卻後者比前者要可怕
得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引用
了中國青年畫家烏合麒麟的諷刺漫畫，

其漫畫諷刺的是有新聞報道揭露澳洲特種兵殺害39位
阿富汗平民，其目的只是為了「讓新兵練習」，受害者
最小只有14歲，就慘被匕首割喉、拋屍荒野。但澳洲
總理莫里森看了這幅漫畫以後，居然惱羞成怒，指這畫
是偽造的，更說「中國應因此感到羞愧」，反倒要求中國為此事而道
歉！
首先，這幅畫作本來就不是照片，只是創作，又何來真偽之說？不是

應該有說好的創作自由嗎？何況澳洲軍人屠殺阿富汗平民是真實存在的
事實。再者，退一萬步而言，這幅作品的確有其「不真確性」，因為畫
裏只見澳洲士兵屠殺一位少年，而事實上應該是有兩位少年被割喉屠
殺。對於這件事情，筆者認為創作者理應如實地畫上兩人以表其真確
性。
西方國家的邏輯就是這麼奇葩，它所做的壞事，即使整個報告的發放

是源自於澳洲國防軍自己牽頭做的關於阿富汗調查報告，其真確性毫無
疑問。而且報告刊登引來國際輿論廣泛譴責之後，澳洲軍方也認罪了，
由國防軍司令安格斯坎貝爾就報告中所稱的行為真誠而無保留地向阿富
汗人民道歉之後，外人尤其是與其意識形態不一樣的中國也不能譴責，
譴責了你還應該感到羞愧。這究竟是什麼邏輯呢？
在外交部記者會上，更有BBC、路透社等國際媒體的記者不去指責澳

洲軍隊的暴行，反而來批判中國去譴責這樣違反國際人權的行為。事實
上，自二戰後，國際間就已經為戰爭設立一系列的法律，目的是減少戰
爭的殘酷性。1949年世界多國簽訂了四個《日內瓦公約》，對於保護
戰爭受難者提供了法理依據，其中第四公約即是《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
公約》規定了，平民不得成為攻擊目標，不得在精神和身體上對平民施
加壓力，對於婦女兒童要實施特殊保護等諸多條款。澳洲作為早在
1953年就簽署公約的國家，現在履行公約了嗎？

這件事情再次說明了國際外交中輿論戰的重要性，我國的外交早已從
以前的「韜光養晦」變成「有所作為」。今次澳洲總理莫里森的肆意妄
為，加上西方媒體明顯的偏向性，無非是希望轉嫁壓力，將媒體的矛頭
轉向中國。對於這些議題的爭奪無疑將是日後我們參與國際事務的常
態，只有一點一滴地在這寸步不讓的輿論場上爭取把正確的中國聲音宣
之於世，長遠才可以抗衡那些西方無理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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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用好國家支持 加快安排疫苗接種
香港的第四波新冠疫情仍然嚴峻，社會關注何時能接種

疫苗。疫情不能受控，市民的抗疫疲勞只會越來越嚴重，

疫情反覆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更談不上復甦經濟。廣

泛接種疫苗是戰勝今次疫情的關鍵，但特區政府官員卻

稱，最快要明年中才有疫苗，實在太慢。我們國家抗疫成

果舉世矚目，研發疫苗取得重大進展。林鄭特首新一份施

政報告提到，中央政府已同意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

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盡快開展疫苗

接種工作時不我待，期待特區政府急市民所急，不要捨近

求遠，而需用好國家在疫苗上的支持，並加大在全球採購

疫苗的規模和力度，加快本港新冠疫苗接種進度，讓市民

看到抗疫的曙光。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的第四波新冠肺炎仍然嚴峻，社會各界高度
關注接種疫苗進度能否趕上疫情形勢。特區政府有
關官員日前表示，已預留資金訂購相當於香港人口
兩倍數量的新冠疫苗，但預計最快明年中後期才可
較大規模接種，在社會上引起非議。

香港明年中才有疫苗實在太慢
新冠疫苗被視為截斷新冠病毒傳播鏈、重啟經濟

的強力利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前
表示，新冠疫苗最新進展為全球經濟帶來一線希
望，預計全球經濟將在明年從今年的歷史性衰退強
勁反彈，中國經濟規模到明年底將比2019年底大
10%。世界各國高度重視部署研發和引進疫苗工
作，原因正在於疫苗不只保護民眾健康，更對重啟
經濟、確保商貿正常活動有重要的抗震作用。

今年11月初，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會見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時表示，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

為頭等大事來抓，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
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工作。當前，香港新
冠肺炎疫情反覆，經濟民生受到嚴重衝擊，市民備
受困擾。香港和新加坡協定的「旅遊氣泡」，原意
正是逐步放寬旅客出入境防疫限制，方便遊客和商
務旅客出行，盡快帶動旅遊業和經濟商業復甦，最
終在香港出現第四波疫情後觸及熔斷機制而暫緩措
施。這是疫情不能受控、拖延經濟復甦的警示。社
會各界都期待加快安排接種疫苗。如果最快要明年
中才有疫苗，實在太慢。

港不應捨近求遠 需爭取國產疫苗
各國研發新冠疫苗進入最後階段，多國更已搶先

開始疫苗接種。其中，英國成為第一個國家宣布批
准使用輝瑞新冠疫苗；俄羅斯日前已正式展開新冠
疫苗大規模接種，為全球首個公開讓國民大規模接
種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西方國家斥資與藥

廠及科研機構聯手研發疫苗，同時大多採取「我國
優先」的安排預購大量疫苗，疫苗保護主義令外國
疫苗供港受到種種限制，帶來不確定性。

我們國家抗疫成果舉世矚目，研發疫苗取得重大
進展。我國現有5條技術路線的14款疫苗進入臨床
試驗，5款處於第三期，生產準備工作有序推進，部
分先後運送到巴西、印尼、中東等地，土耳其更將
開始接種中國疫苗。這些國產疫苗已供近百萬人緊
急使用，無收到嚴重不良反應報告，藥廠已向國家
藥監局提交上市申請。國務院相關新冠病毒專家組
更指明，我國年內將有6億支新冠滅活疫苗獲批上
市。內地新冠疫苗研發取得重大突破，數量多，質
量佳，是香港尋求新冠疫苗的重要出路。新一份施
政報告提到，中央政府同意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
數量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特
區政府不應捨近求遠，必須加緊與中央政府溝通，
爭取盡快落實國產疫苗支援。

盡快制訂引入疫苗時間表和相關程序
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疫苗配送接種堪稱世界防疫史

上一大工程，即使確定訂貨，仍要解決審批、運送、
儲存、接種等各種問題。香港需要在這些方面作出積
極部署和緊密籌備，有必要盡快制訂引入疫苗時間表
和相關程序，確保疫苗能有序分發予市民廣泛接種。
香港第四波疫潮以來，情況越來越嚴峻，不僅多

個群組爆發染疫個案，而且經濟陷入谷底，失業裁
員湧至。經歷將近一年的抗疫過程，香港市民堅守
各種防疫措施，近月已出現抗疫疲勞。疫情不能受
控，市民的抗疫疲勞只會越來越嚴重，疫情反覆的
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更談不上復甦經濟，廣泛接
種疫苗是戰勝今次疫情的關鍵。盡快開展疫苗接種
工作時不我待，期待特區政府急市民所急，用好國
家在疫苗上的支持，加快安排接種疫苗，務求讓社
會看到抗疫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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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2020
年「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

會上發表致辭，闡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
個月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資格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劃清了「愛國者
治港」的底線標準和政治規矩，確保所有
從政者擁護憲法基本法、效忠國家和特
區，將禍國亂港者驅逐出特別行政區管治
架構。這一個講話，指明了落實愛國者治
港的具體路線圖，突出了必須在規章制度
建立規矩的重要性，有利於防止個別官員
憑着一時的感覺，作出隨意的決定。
擁護憲法基本法、效忠國家和特區，不

應該是口頭上說了一次就算，必須要有配
套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拾遺補缺，確保落
實永不落空。

效忠國家和特區要有配套制度
最具體的一個例子，是最近攬炒派政治

人物不斷出現潛逃海外、尋求外國的庇
護，出逃之後還要求外國加強制裁中國內
地和香港特區，法官又一再作出允許製造
分裂和違反公安秩序的裁決，法治制度被
架空了的情況一再出現。有官員說，特區
政府將會採取一切措施通緝這些罪犯歸
案。實際的局面是美國和「五眼聯盟」以
及歐盟國家都高調地攻擊香港國安法，粗
暴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並且中止了和香
港雙邊引渡逃犯的協定，還公然宣布準備
擴大港人移民配額，支援香港的攬炒派反
憲法、反基本法、反國安法的暴力鬥爭。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對如許智峯這樣
的畏罪潛逃人物，誰都知道已經不可能通

過引渡逃犯的協定和國際刑警的渠道，將
他們引渡回香港進行法辦。明知不可為，
仍然以為用嘴巴說了，就可以解決問題，
這只會使得憲法和基本法的落實，捍衛國
家主權和安全出現巨大漏洞的風險。

採取七措施完善制度
因此，北京和香港有必要採取七項預防

措施，完善現有的規章制度和法律，保證
憲法和基本法的落實。
第一、盡快制訂法例，規定所有行使公

權力的公職人員（包括校長和教師），必
須盡快宣誓效忠國家和特區，擁護基本
法。並且設立局級的官員的職位，處理宣
誓效忠和有人違反誓言後解除其資格的調
查事務和權力。

第二、要明確律政司司長的責任，對於
法院、公職人員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現象
和言論，要及時作出駁斥並且採取糾正行
動，包括提出司法覆核、對基本法的立法
原意、愛國者治港作出解釋。起訴工作要
及時、準確和有效，不能留下犯了法一兩
年仍然不起訴的情況，如果缺乏人手，應
該盡快補充。
第三、行政長官對於違反分裂國家、違

反憲法和基本法的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和新
局面，必須及時向人大常委會提請解釋基
本法。

第四、美國和其盟國，如果採取措施侵
犯中國的主權和香港內部事務，影響香港
的法律的執行，衝擊行之有效的法治制
度，行政長官必須盡快作出立法提案，修
補漏洞，不能讓反中亂港者逃離法網。

建立司法機構監察委員會
第五、盡快建立司法機構監察委員會，對

於量刑或者判詞嚴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和成文
法的法院判決，進行監察和提出建議，行政長
官出任司法機構監察委員會的主席，其成員包
括法律界人士、退休法官和主要社團代表。
第六、所有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報名

參選之時必須填寫一份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和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處理及認定其
確認書的官員應該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和副局長。政務主任的級別太低，難以
承擔這項責任，以前曾經出現臨時稱病而
不履行職責的事件，提高級別可以避免這
類事件再度發生。
第七、國務院或者人大常委會的官員應

該經常出席涉及香港法律制度、「一國兩
制」運作形勢的報告會或者研討會，讓平
時很少接觸到憲法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公
職人員，理解來龍去脈。

香港被英國管治了160多年，意識形態和
上層建築留下了許多殖民文化的軌跡，習慣
勢力根深蒂固，因此必須進行足夠的愛國教
育和法制教育，補上一課，以利於尋求共
識，建立共同的國家觀念和「一國兩制」的
觀念。回歸以來，有人蓄意宣傳「一國兩
制」就是香港脫離國家主權，找尋外國政府
的支持，變成獨立實體，而且還用英國美國
的判例法去取代香港的成文法，變相地由法
官立法，歪曲基本法，這正正是香港出現政
治動亂的根本原因。所以，意識形態建設、
思想建設的基礎一定要建立起來。否則，愛
國者治港就缺乏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建立規矩落實愛國者治港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多項官司在身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鬧了一齣「全家福大暴走」，先是訛稱去丹麥
「開會」，然後接埋家人去歐洲，再由丹麥逃
到他魂牽夢縈的前宗主國英國，全然不顧法律
責任，眼見家人戶口被一時凍結了，竟又惱羞
成怒罵滙豐銀行「大話冚大話」。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群眾的眼睛是雪亮

的。所有對此事或對許智峯人品稍有認識
的人都知道，真正「大話冚大話」的正正
是許智峯本人。

為逃避法律責任講連串大話
協助許智峯外逃的丹麥國會議員Uffe El-

baek已向傳媒親口承認，他安排「邀請」
許智峯去當地開「氣候會議」，並聯絡丹麥
環保團體以確保有會議行程，但實情是這些
會議根本不會發生，只是做出來向香港警方
交代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有多項官司在身
的許智峯向司法機關申請虛構的「公務外
遊」，首先是向法官講了大話。
許智峯最厚顏的一點在於，當他家人離

境的消息傳出時，已經身處海外的許智峯
為了掩護他們「跟上大隊」，竟然還信誓
旦旦向傳媒及民主黨講大話，聲稱自己
「一定會回港」云云。簡直把700萬香港
人都當成白癡了！
面對許智峯的連篇大話，其實不只正常

市民，連他的「抗爭同路人」都覺得被愚
弄。人民力量劉嘉鴻在facebook發帖回應
許智峯：「走唔係問題，大家理解，但係
可唔可以唔好走咗仲叫人唔好放棄？大佬

講呢句嘢有冇諗過別人感受？好難聽
囉。」講出了許多黃絲的心聲。
剝開許智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而講出來的

連串大話，騙了法官、騙了支持者、更騙了
全港市民，現在他意圖將公眾的注意力轉向
滙豐，是否純粹為了冚住這些大話？

講大話博同情已發展成強迫症
且看香港警察揭穿此間更大的大話！對

於許智峯外逃前眾籌的350萬港元至今去
向不清，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見傳
媒時直言，懷疑有人挪用早前網上眾籌的
款項，存入自己和他人戶口，如果許智峯
未有潛逃，警方可以繼續調查，但如果有
人潛逃，作為盡責的執法者，須凍結款項
保留作日後檢控之用。原來，所謂「眾籌
幫手足」就是一個最大的大話？
有趣的是，警方表明案件中只凍結了約

85萬元，卻被許智峯吹成「被凍結幾百萬
畢生積蓄」，看來他講大話博同情已經成
為習慣，乃至發展成強迫症，凡事不講大
話就周身不舒服了！
如是者，對於許智峯堅稱自己「沒有動

用眾籌款項」，大家又點睇？你會信嫉惡
如仇的執法者的說法？還是信這個大話連
篇謊言一個冚一個的逃犯政棍許智峯？
其實身正不怕影子斜，許智峯想還自己

「清白」的方法非常簡單，回來香港接受
調查就可以了。但他敢這樣做嗎？他真是
「清白」的嗎？
說句公道話，近年滙豐銀行的處事固然

引起過一些爭議，大家也未必認同。但就
此事而論，他們對是否凍結許智峯戶口是
完全沒有話事權的。尤其在現行香港國安
法及反洗黑錢條例之下，銀行必須完全遵
從執法機關的指示，更有責任向當局匯報
所有可疑活動，否則就反而變成銀行犯法
了！對此，身為立法會議員的許智峯難道
不知道？那是他尸位素餐太無知還是故意
含血噴人轉移視線？
如果說滙豐在這件事裏面犯了什麼錯的

話，那最大的錯誤肯定就是將許逃犯家人
的戶口暫時解凍了。如今財到光棍手一去
冇回頭了，萬一當中窩藏賣國賣港的勾
當，誰擔得起這個責任？
於此，本人強烈建議特區當局，應該永久

凍結在逃政棍及其相關人士的銀行賬戶，一
刻也不應放鬆，直至他們回港結案為止！
而今次許智峯出逃事件也正正在提醒我

們，興許所有「泛民」政棍都是這種大話
連篇但不敢承擔責任的無膽匪類。法官讓
這類疑犯保釋外出無疑是判斷失誤，讓他
們離境「處理公務」更是大錯特錯，希望
法官大人吸取教訓，把他們全部像黎智英
那樣乖乖關在監獄裏待懲就對了！
經歷許智峯外逃一事，大家也更理解為

何攬炒派那麼賣力反對完善《逃犯條例》
了，原來除了政治炒作利用無知支持者
外，也的的確確關乎切身利益，因為他們
自己都打算做逃犯的！
請司法機構痛定思痛，千萬別再放官司

在身的黃黑政棍出境了！

許智峯大話冚大話
蕭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