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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歷一年的抗疫戰，是時候對「三腳架」（顧問
團隊、管理人員、公眾）進行全面審視了，在此基礎
上，利用科學數據凝聚共識，制定新常態的抗疫策略，
不但要加強政府部門的協調，而且要公私合作，有更清
晰的公共政策溝通。
顧問團隊中，除了有公共衞生專家外，還應包括臨床

醫生、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工程師、信息技術專家、經濟學家，應該
給他們訂出明確目標，即在最短時間內「清零」，應由專家共同制定
防疫策略，糾正香港當前防疫措施的不足：
1、落實全民檢測，取消所有跨境豁免，在酒店進行預防隔離，對違

反檢測令的行為嚴格處罰；
2、每5-7天對所有高風險人群進行一次測試，包括所有前線醫護人

員、長期病患、高風險人群或環境的緊密接觸員工（例如老人院、餐
廳、運輸、街市的從業者）。

3、通過強制性消毒、通風和表面塗層改善護老院防疫，增加個人和
環境衞生的人員配置，資助社區家中照顧項目，減少過度擁擠的情況。

4、通過醫管局的公私營協作計劃，構建一個家庭醫生、中醫師、治
療師、護士、藥劑師和臨床心理學家共享信息和護理的平台，加速電子
醫療系統eHRSS +的使用，減少衞生、福利、教育和環境合作抗疫差
的阻礙。
5、招募和培訓公共衞生人員進行傳播調查，追蹤緊密接觸者，加強

執法監督。
6、設立酒店、學校、街市、商場、餐廳、戲院、大會堂、體育館、

辦公室、健身中心、卡拉OK和麻將室等所有場所的防疫操作指引。
7、審查預防和治療方式，以利盡早實施最佳醫療；盡快評估中藥和

不同類型疫苗的使用，以制定落實計劃。
8、為了環境安全，應安排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仔細檢查每棟建築物，

檢查、改進通風和排水管，以符合室內空氣質量（IAQ）的標準；對於
公共交通，需要確保乘客有「安全」距離；政府應評估空氣過濾器，殺
毒機制和塗層在不同條件下的有效性，以供公眾參考。

9、食衞局應成立行動小組，在大廈和屋邨清理垃圾、老鼠和昆蟲問
題。
10、公眾配合是防疫成功的關鍵。政府應使用社交媒體、傳統媒體加

強宣傳，應利用香港電台訂定時間表，發布不同部門、決策局和專家的
信息，使公眾更易獲得防疫措施要點。

盡快啟動「三腳架」，應對防疫新常態。

「假設」黎智英不危害國家安全 損國安法權威
亂中禍港的黎智英竟獲法庭保釋，社會嘩

然。筆者想提出一個假設，假設美國政府成功

逮捕「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J.P. Assange)

或 「 稜 鏡 計 劃 」 洩 密 者 斯 諾 登 (E.J.

Snowden)，在候審期間，美國法庭會否讓他

們保釋？答案不言而喻。筆者拿上述兩位被美

國政府通緝的人士，與黎智英保釋候審作對

比，就是要顯示黎智英成功保釋何其荒謬！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批准黎智英保釋，恐怕也是
基於對黎智英的「兩種假設」。第一，李官「假
設」黎智英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棄保潛逃的機會
不大；第二，李官又「假設」黎智英在保釋期間，
不得會見外國官員、不得接受傳媒採訪、不得發表
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網站貼文，就不能與外部勢
力互通消息、甚至求助。這兩個「假設」很容易被
擊破，黎智英有好大機會成功潛逃、發表「流亡宣
言」，希望筆者的擔心不會成真。

黎智英反中亂港秉性難移
首先，「假設黎智英在護照被扣下不能成功外

逃」。這個「假設」已經被很多「逃亡達人」打
破。先不說以「公事」為名逃到丹麥的許智峯，這
是拿着護照、大搖大擺離港；更多的是已經被法

庭扣留護照下，仍可遠走高飛的，包括羅冠聰、黃
台仰等人，在歐美「保護傘」庇護下，逃避香港法
律制裁。試問作為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頭號中介
人」黎智英，他會否獲得更多更大的「保護傘」庇
護，更有機會潛逃？不知李官有沒有考慮？

其次，「假設黎智英在保釋期間，不能與外部勢
力有聯繫，降低了潛逃風險」。李官顯然低估了黎
智英和外部勢力的本事。當黎智英還押監獄期間，
已有人「傳話」。黎智英獲保釋後，頻頻在家中會
客，會策劃什麼驚天大計，誰能擔保？

其實，黎智英早已知道「有今日」，早已作好部
署。數月前，壹傳媒的股價不斷「坐過山車」，有
財經界人士質疑，有人利用財技套現「走人」。可
見，即使黎智英被拘留，失去人身自由，但不用直
接「操盤」，仍能夠成功套現。事實說明，黎智英

背後有大量大狀、軍師出謀獻計，為他寫好各種應
對劇本。李官規定黎智英保釋的諸多限制條件，想
必已在他及其智囊的預計中，保釋條件看似嚴苛，
其實影響不大。

李官批准黎智英保釋，相信是按照「無罪推定原
則」。無錯，按「無罪推定原則」，疑犯未被判罪
成，必須假設為清白。然而，「無罪推定原則」
下，有些極嚴重罪行，如謀殺、強姦、持械行劫
等，因案情嚴重性，犯案的疑犯是不能保釋的。試
問，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算不算極嚴重罪行？
黎智英為何得以保釋？

司法制度是時候改革
批准黎智英保釋，根本漠視香港國安法第42條

的規定。香港國安法第42條明確指出：「對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
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
釋。」黎智英在香港、國際上「出名」，並不是
因為他旗下媒體辦得有多好，而是他利用傳媒不
斷分裂顛覆國家、危害國家安全。黎智英多次出
訪美國，乞求美國政客制裁中國內地和香港，證
據確鑿。若有美國人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美
國法庭會予以保釋？香港和美國都行普通法，李
官有無參考美國的案例？
最後，筆者「假設」黎智英在保釋期間「乖乖」

遵守保釋條件，不會整蠱作怪。若不幸，就真的會
發生大多數人都不想見到的情況：黎智英棄保潛
逃。本港法官屬於終身制，法官不須對判案問責。
不過，這或者給予香港一個契機，讓社會各界思
考、要求，司法制度是時候改革了。

12月16至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為「十四五」開局定向領航，習近平總
書記明確要求「明年經濟工作要圍繞構建
新發展格局展開」，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
作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
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等八項重點任務。八大
重點任務是對全國的要求，也大多切中香
港的弱點，其中「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
量」被放在八大重點任務之首，香港要增
強憂患意識，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
神，放眼未來拿出魄力，加大科技投入穩
固香港優勢產業創造「獨門絕技」，構建
香港經濟持續恢復和高質量新發展格局。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擺首位
會議部署的八項重點任務，其中「強化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及「增強產業鏈供應
鏈自主可控能力」為首要兩項任務，要點
包括：制定實施「基礎研究10年行動方
案」、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
一批「卡脖子（關鍵技術遭他國控制）問
題」，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

更多獨門絕技」。
中國目前面臨美方採取的科技封鎖及制

裁措施，諸如晶片等核心技術產品斷供，
對科技、通訊及航空產業造成衝擊。中央
政府極其重視科技自主創新，旨在發展自
主科技鏈，衝破美國科技封鎖。國家確立
了科技攻關目標，必然投入大量資源及實
施政策傾斜，這將是香港和內地城市的重
大機會。

發揮港金融優勢服務科技創新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由亂向治，希望

在戰勝疫情後，政府應更大膽作為，穩定香
港優勢支柱產業，並加大科技革命創造「獨
門絕技」，下決心加大科技投入，以更大產
業扶持政策和資源傾斜、長遠規劃，穩定並
做大做強國際金融及物流中心、專業服務及
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等優勢產業。
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林鄭特首建議推出為

期五年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估計將動
用20億港元，為創科匯聚更多人才。但總體
創科投資尚有很大提升空間，根據世界銀行
數據， 2017年香港的科研經費投入佔GDP

的 0.7%，內地同項數據為
2.13%，美國則為2.8%，若
單論城市，深圳科研經費投入佔GDP比重高
達4.2%。香港應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加強創
科交流，促進人才流動。
受到疫情重創，香港經濟結構性問題進

一步凸顯，外向型經濟備受摧殘。作為亞
洲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自貿港，香港的
興衰與國際經濟周期緊密聯繫。在社會風
波和疫情，以及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的裹
挾下，香港經濟已處在谷底。香港要逐步
調整失衡的深層次經濟結構矛盾，減少對
房地產相關產業的依賴，香港房地產相關
產業佔GDP比重為20%-25%，使得經濟
發展受到房地產綑綁，房價易漲難跌，對
經濟的影響很大；大力發展醫療、教育、
文創為主的優勢產業；隨着國家鼓勵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各種政策出台，港人到大
灣區求學、就業、投資都可以拉動內需，
也為香港輸入優勢產業和人才。
在後疫情時代， 香港唯一出路就是盡快

控制疫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建高質
量發展新格局。

發揮「兩制」優勢服務國家戰略科技創新
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黃譚智媛 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 前世界銀行公共衞生專家
前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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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內地疫情得到控制、全面復工復產
後，全國用電量開始恢復正常，甚至有

的地方因為工廠生產增加，用電量更是超出預期。近期
澳洲媒體就開始炒作，中國封鎖澳洲煤炭進口導致各地
停電的消息，當中澳洲的天空新聞電視台更在節目中發
表了一番「驚人之語」，說到中國停止進口澳洲產品，
當70艘滿載價值10億美元的高質量煤炭的澳洲貨船無法在中國靠岸卸
貨時，中國就開始鬧電荒了，還指有10億中國人因此在嚴寒中掙扎。
在香港當然還有一些「漢奸」分子喜聞樂見這樣的「新聞」，紛紛以為
是「發現新大陸」般爭相轉發，但實際上是「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
然」。
筆者先普及一個關於內地的重要信息，那就是供暖分界線。在北緯

33度的秦嶺淮河一帶作為中國南北分界線，同時在此線以北的地區每
年11月中即開始集中供暖。而且在供暖季來臨之前，我國就已經在準
備「冬煤夏儲」，確保了在供暖開始前煤炭供應得到保障。所以在北方
根本不可能存在停電便停止供暖的問題。
再者，內地湖南、江西和浙江等地屬於南方地區，本來就不存在中央

供暖，而這些地方之所以出現停電也只是因為復工復產之後的產能遠高
於預期，特別是浙江等地由於國外疫情失控，當地工廠需要接收更多國
外的訂單生產各類物資，尤其是11月浙江的出口增長率比往年大增
20.8%，生產增加用電量自然提高。
因此，用電量增長一般代表着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畢竟

用電量和貨幣不一樣，它就是一個標準，沒有通貨膨脹。因此今年頭
11個月全國用電量比去年增加了近一成，對電力供應也是一個挑戰。
再加上這些屬於南方的省份最近遇上寒潮，紛紛下雪了，居民生活用電
量增加也是一個關鍵。
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了解煤炭生產就應該知道，內地從澳洲進口的

佔比很小，以2019年為例，全國原煤產量為39.7億噸，而2019年中
國從澳洲進口的煤炭只有7,760萬噸，還不足我國原煤產量的2%。而
且中國進口澳洲的煤炭主要用於冶煉金屬的焦煤為主，並不是發電廠使
用的動力煤。
國家發改委昨日已表示，近日天氣持續寒冷，令部分地區在部分時

段，可能會出現天然氣和電力供應的壓力，已提早協調和籌備，又強
調，有周密煤炭保供應急預案，保證人民能溫暖過冬。

「謠言止於智者」，不了解真相就人云亦云，只會自暴其醜。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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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年就快過去，受到
疫情的打擊，香港經濟面

對巨大壓力，特別是與旅遊有關的行業，
例如航空業、零售業、飲食業受到的打擊
很大。

不過，去年發生的反修例暴動，社會治
安面對巨大挑戰，旅遊業已經開始受到打
擊，而且暴動往往發生於市中心、旅遊
區，不但是旅客不敢來，本港不想參與反
政府示威的市民，也盡量少到暴動區，暴
動區的商店在暴動時紛紛拉閘關門。終於
香港國安法出現了，至今為止，國安法的
確有效地恢復了香港的法治穩定，只要疫
情受控，香港經濟可以很快恢復。樂觀
看，世界上沒有治不了的疫情，人類在這
個地球上生活了很長年頭，什麽疫症沒發
生過？最後全都解決了，分別只是有些地
區比較有效地快速控制疫情，有些地區則
拖拖拉拉甚至失控。從這個角度來看，香

港經濟的展望是樂觀的。
旅遊業、零售業、飲食業受到疫情打

擊，很自然地交不起原本昂貴的租金，遊
客、特別是內地遊客停止前來，旅遊區的
零售業更是一落千丈。因此，租金很自然向
下調整，有些業主願意減租，但是也有些業
主不減租。原因有二：一是擔心減租後，無
力償還銀行的按揭貸款；二是擔心減租後，
自己所持的物業估值會下降。無論如何，在
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的運作之下，很肯定會有
不少零售商、食肆倒閉，倒閉後的店舖或丟
空，或減價出租，在旅遊區，比較極端的例
子是新租客所付的租值，很可能只是原租值
的10%至20%。
在房地產市場上，以租值來計算物業的價

值，是正常的計算法。當然，也得把銀行的
按揭利率高低一併考慮。以目前的情況，3
厘回報是正常的估值。換言之，一個年租
300萬元的店舖，售價應該是1億元。現

在，年租值大幅下降至30萬
元，理論上物業的估值、售價
應該下降至1,000萬元。但是，在物業市場
上，目前基本還看不到有商舖售價大幅貶值
九成，這說明在業主眼中，租值下跌應該是
短期的，業主依然樂觀地認為租金在未來是
會上漲的。因此，業主寧願低價租出商舖物
業的售價在過去一年也下跌了，但跌幅遠低
於租金的跌幅。不久前，特區政府決定取消
非住宅物業的從價印花稅，即一般所謂的
「辣招稅」，決定是正確的。至少讓這些因
租金下跌而無力償還銀行按揭貸款的業主，
可以較容易賣掉物業，買家不必付額外的
「辣招稅」，也更願意投資。
商舖售價下跌的幅度大幅度低於租金的

下跌，說明了香港經濟展望是樂觀的。
在2020年結束之前，疫苗終於出現了。

現在，如何說服香港全民接種疫苗，應該
是2021年特區政府最重大的任務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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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理順從簡 加強協調」來自《行政
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第六章「增加房屋
及土地」，筆者認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
說法，「全力覓地造地的同時，我們也要
加快土地發展程序，因為政策不協調、審
批繁複冗長，直接拖慢『生地』變『熟
地』和住宅落成速度。」
施政報告中在講到「房屋問題的癥結」

時，指出「歸根到底，香港的房屋問題核心
是建屋土地不足。只要大家同心協力，配合
政府多管齊下開闢土地的策略，支持各項增
加土地供應的短、中、長期措施。」這裏指
的「建屋土地不足」應是「熟地」吧。
我們常聽說，「香港地少人多」，聽起

來香港已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再發展。事
實是，香港約有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當
中只有不足25%的土地用以發展，即香港
還有75%的土地尚待開發。

與深圳相隔最近的新界，是不是還有很
多土地呢？為什麼不發展？為什麼發展不
了？新界有大量的「生地」，此時可能還
是濕地、農地、棕地、祖堂地、郊野公園
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因疫情帶來
的衝擊，我們見到建築成本正向下調整，
建造界人手亦比以往充裕，實在是造地建
屋的大好時機。有了充足的供應，相信物
業價格亦會漸趨穩定。」這句話實在太對
了。既然現在是「造地建屋的好時機」，
如何加快土地發展的程序？
以新界為例，文匯報的「2020施政報告

前瞻」關注新界大約2,400公頃的「祖堂
地」，政府有否思考如何釋放出來，配合其
周邊的其他類別土地形成可以發展的大型土
地？需要大家（新界的原居民、新界氏族、
私人發展商等）如何協力和配合呢？立法會
議員謝偉銓在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建議，

「參考現時就舊樓強拍的門檻為八成，我覺
得祖堂地獲八成持份者同意便可出售。」
現時的「祖堂地」需要100%同意，即

要涉及全部男丁的同意，換言之，其中一
人反對都不能成事。如果有一些大的宗族
可能有幾千人的成員，或者有的已移居外
地，那麼要所有人同意就並非合情合理，
因為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謝偉銓議員的
建議等於為「祖堂地」拆牆鬆綁，政府是
否願意降低「祖堂地」出售門檻，改良相
關機制，納入「多管齊下開闢土地的策
略」呢？政府需游說各持份者，同心協力
和配合政府把握「造地建屋的好時機」。
新界土地的開發，需要政府積極介入協

調，才能成事，想方設法釋放「祖堂地」
只是一例。現時還需民政專員既為村民的
利益，也為香港的發展，積極協調和處理
每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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