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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異議人士」。攬炒派與「台獨」勢力互相勾
連，更顯欲蓋彌彰。
律師作為法律專業人士、區議員作為民選
公職人員，本來更應利用專業知識和公職身
份，維護香港法治穩定，造福香港。有人反其
道而行，協助參與暴動、顛覆政府的罪犯潛
逃，有關行為不僅違法，而且性質惡劣，等同
縱容鼓勵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理
應罪加一等。美國參議員霍利、克魯茲也是律
師，被指煽動國會暴亂，逾 5,000 名美國法律
界人士和法律系學生聯署，要求當局吊銷兩人
的律師執照，共和民主兩黨的資深議員也要求
兩人辭職。
黃國桐涉嫌充當暴徒「保護傘」和潛逃幕後
推手，無視法治，挑戰香港國安法，令專業蒙
污，理所當然應受到法律制裁和專業處分，警
方更須進一步徹查案件，連根拔除這把暴徒
「保護傘」，切實保障香港法治安寧。
另一方面，攬炒派借修例風波一役搶佔區
議會議席後，全然不顧議員職責，濫用職權和
資源支援黑暴，組織參與旨在顛覆政府的「初
選」，公然發布辱華言論，把區議會變成煽
「獨」縱暴的政治舞台。至今有逾 60 名攬炒
派區議員因不同罪名被捕，區議會被社會質疑
已淪為「罪犯窩藏地」。區議會絕不能被攬炒
派騎劫，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更應守法盡忠。
社會各界要求建立有效機制，確保區議員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和國家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政府必須迅速回應市民訴求，加強對區議員的
效忠規範化管理，將反中亂港、逾越政治底線
的害群之馬清除出局，盡快恢復區議會專注地
區民生事務、服務居民的本來功能。

油麻地新填地街多幢大廈近三十人確診新
冠肺炎，政府宣布將有關大廈所有住客隔離
檢疫。旺角、油麻地一帶舊樓林立，衞生環
境惡劣，已成為疫情「重災區」，政府有必
要加強該地區旳防疫他律措施，果斷實施更
嚴格的強制檢測和追蹤，防範疫情向全港擴
散。第四波疫情遲遲未能受控，更顯示政府
必須因應疫情發展特點，制定落實一整套升
級版的防疫控疫措施，否則疫情受控遙遙無
期，全港要付出更沉重代價。
本港昨日新增 26 宗本地感染，表面上數字
回落，但不明源頭個案仍然有 13 宗，佔總數
一半，反映社區的隱形傳播鏈始終未能截
斷，而且有擴大跡象。一個不明源頭個案，
背後很可能就是一個未揭出的隱形傳播鏈，
這類「火星」長期居高不下，預示持續爆發
的風險極高，這是最令人擔憂的。
新填地街一帶的舊樓之所以成為疫情重
災區，很大原因是當地居住了大批在中九
龍幹線和將軍澳藍田隧道工程工作的南亞
裔人士。早前兩個地盤爆發疫情之後，部
分人士將病毒帶返居住地。加上這些勞工
家庭成員眾多，大廈有很多共用設施，環
境衞生惡劣，成為病毒溫床不足為奇。旺
角、油麻地是市區中心，人流車流密集，
舊式住宅、劏房、商業樓宇混合，不利防
疫，一旦疫情傳播難以控制，後果不堪設
想。
根據政府公布，過去兩周，油尖旺區已經
有 81 宗確診個案，反映新填地街疫情「重災
區」有迅速向外擴散跡象。政府有必要立即
在這些地方採取更多強制性措施，包括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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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桐等 11 人涉嫌「協助罪犯」，昨日被
警 方 國 安 處 拘 捕 。 消 息 指 ， 案 件 與 「12 逃
犯」案有關。為黑暴分子潛逃提供「一條龍」
服務，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犯罪計劃，黃國桐
等人很可能只是掮客，背後還有黑手操控，警
方需順藤摸瓜，用好國安法利劍，斬斷違法禍
港、危害國家安全的魔爪。黃國桐本身是律師
又有區議員身份，若證實充當黑暴「保護
傘」，可謂知法犯法、不務正業、罔顧職責，
一方面應受到專業除牌懲處，另一方面亦顯示
整治區議會亂象、撥亂反正刻不容緩。
協助罪犯潛逃至台灣，並安排逃犯在台灣
立足、謀生，過程涉及龐大人力物力，更少
不了台灣民進黨當局的默許甚至縱容。有媒
體一早揭發，為反修例暴徒充當「義務律
師」的黃國桐，過去大半年一直與 10 多名逃
至台灣的黑暴分子保持聯絡，並定期到台灣
探望他們。黃國桐更發起一個名為「保護
傘」的計劃籌集資金，在台灣開設早餐店及
二手衣店，讓黑暴分子能夠在台灣過「正常
生活」。稍有常識可知，黃國桐發起的「保
護傘」計劃，如果背後沒有更大「保護傘」
支撐，如何能夠成事？
修例風波令香港法治穩定幾乎蕩然無存，
國家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攬炒派一直聲
稱「無大台」，揚言是「港人自發行動」；但
太多事實顯示，修例風波背後外部勢力插手黑
影幢幢，民進黨當局出於政治目的，不遺餘力
為攬炒派撐腰，再借炒作修例風波恐嚇誤導台
灣民眾，獲取豐厚政治紅利。昨日上午黃國桐
被捕，下午台灣陸委會發言人就惺惺作態呼
籲，相關方面不要再「變本加厲」，「政治打

控疫措施必須升級 才能遏制疫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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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強制追蹤、強制隔離等，甚至考慮仿
效內地對高危地區實施「封區」的措施，力
阻疫情向全港各區蔓延。
事實擺在眼前，油麻地疫情發展不容樂
觀，不能單靠市民自律配合防疫，政府必
須從嚴從速提升防疫措施。但是，當記者
追問是否要求新填地街居民強制檢測，政
府僅回應「仍要研究」；對於有議員要求
政府訂立外傭「假日禁足令」，勞福局局
長羅致光又指，擔心涉及種族歧視問題。
政府仍然沒有把抗疫作為壓倒一切的頭等
大事來抓，在決策、執行方面不能做到當
機立斷，恐怕會錯失防疫時機，增加疫情
持續擴散的風險。
有傳媒在過去幾日已經連番追問，是否
要強制有關大廈居民全部檢疫，衞生防護中
心的回答一直模棱兩可，前日還指政府對強
制隔離沒有準則；但到昨日凌晨，突然開始
要求大廈居民撤離檢疫。政府防疫措施的決
策、執行仍然不暢順，明顯行動猶豫不決、
力度不足，落後於疫情發展。相比之下，近
期內地大連、河北多地出現小規模疫情爆
發，當地政府均是第一時間宣布進入「戰時
狀態」，動員所有公務員集中做好強制檢測
和病毒追蹤，盡快將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隔
離，大連在短時間內已經實現「動態清
零」，河北也初步遏止疫情惡化勢頭。
特區政府應學習內地雷厲風行的抗疫作風
和行動，不能再事事瞻前顧後、研究探討，
必須根據疫情的最新變化，升級防疫措施，
果斷決策並全面到位執行，引領全港市民同
心抗疫，盡快打贏防疫戰。

深嚴控境外輸入 嚴處不遵守豁免規定司機

64 港跨境司機永失免檢
暫停或移除豁免檢疫的不當行為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

(

1.疫情防控期間，無正當理由多次空車往返
2.入境後無正當理由、沒有按照申報路線行駛
3.入境後無必要理由與其他人直接接觸、進入

作情況。目前深圳屬於低風

險地區，疫情總體保持平穩，針對近期內地多起由境外輸入導致的
聚集性疫情案例，深圳市口岸辦副主任賀群表示，深圳將重點從入

公共場所以及自行安排在深圳留宿過夜

境人員、進口貨物、跨境司機等三個方面落實做好「人物同防、出

4.完成跨境運輸任務後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境
5.對運輸作業任務、個人健康狀況申報信息和

入共防」工作，並加大對不遵守豁免管理規定的小部分跨境司機實

核酸檢測材料弄虛作假

行嚴格的處置。目前，64 名司機被永久移出豁免名單，164 名司機
被暫停豁免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港跨境貨運是香港市場供應穩定
和市民消費需求的重要保障。國

務院和廣東省、深圳市高度重視粵港跨
境貨車司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既要保
障疫情防控大局，又要保障深港經濟發
展和民生大局。跨境司機群體分布居住
在粵港兩地，每日往返粵港兩地執行運
輸任務人員眾多，做好對這一群體的疫
情防控健康管理既是對粵港兩地廣大市
民的高度負責，也是對跨境司機群體本
身的高度負責，更是粵港跨境貨物運輸
持續運行的前提和基礎。
深圳市口岸辦曾多次通過官方平台，

發布跨境司機疫情防控措施管理規定以
及經核實存在違規行為司機處置情況。
受處置司機的違規行為，包括超出申報
活動範圍活動、違規前往公共場所、搭
乘公共交通工具、拒絕前往指定驛站住
宿、不遵守口岸現場秩序、不配合社區
日常管理等多種情形。

164 司機被暫停豁免資格
在跨境貨車司機防控方面，賀群表
示將繼續與香港運輸署、貨運協會工
會等緊密協作，以「三點一線」粵康
碼申報、衛星定位系統管控貨車行駛

●深圳市口岸加大對不遵守豁免管理規定的小部分跨境司機實行嚴
格的處置。
格的處置
。圖為準備經港珠澳大橋通關的跨境貨車
圖為準備經港珠澳大橋通關的跨境貨車。
。
資料圖片
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指揮部）新聞發
言人羅樂宣表示，深圳將嚴格執行
「外嚴防輸入、內嚴防反彈」的防控
策略，在入境人員健康管理方面，相
關部門對境外來深人員嚴格落實「14+
7」的管理要求。
嚴禁隔離人員之間、隔離人員與工
作人員，特別是送餐、快遞等服務人
員的直接接觸，解除隔離後納入 7 天社
區居家管理，7 天內不得參加人群聚集
性活動，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
需就醫應主動說明旅居史情況，並在
最後1天檢測1次核酸。

軌跡，以落地核查、嚴格執法管司機
作業行為，實現跨境貨車司機 100%入
境申報、100%入境核酸檢測（每天首
次 入 境 需 在 口 岸 現 場 進 行 採 樣） 、
100%掃碼通行、100%集中住宿的閉環
管理。「同時，繼續對不遵守豁免管
理規定的小部分司機實施嚴格處置。
目前，被永久移出豁免名單 64 名，被
暫停豁免資格164名。」
春運即將到來，人員密集流動，機
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等重點交通
站點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場所。針對目
前形勢，深圳市衞生健康委主任、市

8 成消毒噴劑功效遜消毒酒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殺菌消毒噴劑防疫用品屬
家居必備，部分更聲稱可消毒環境、物
品和雙手，毋須稀釋。然而，消委會測
試市面15款多用途殺菌消毒噴劑卻發
現，樣本的殺菌及消除病毒感染力表
現參差，當中80%、即12款樣本（包
括9款聲稱殺菌率及殺病毒率逾99.9%
的樣本）的表現遠遜於 75%消毒酒精
或 1:99 比例稀釋的漂白水溶液，有樣
本的減滅病毒效能更是「零」。消委
會提醒消費者，若用於一般環境消毒，
稀釋漂白水相對消毒噴劑是較經濟、效
能高又可靠的選擇。
昨日出版的最新一期《選擇》月刊
檢測了市面 15 款多用途殺菌消毒噴
劑，比較各消毒劑樣本殺滅大腸桿菌
K12 和金黃葡萄球菌的效能。結果顯
示，有 8 款樣本可同時有效殺滅兩種
細菌，殺菌率均超過 99.999%，包括
售價 288 元的 K-clean 全方位抗菌液
及售價 179 元的 iPOSH 多功能殺菌
噴霧。而表現較差的 5 款樣本 ，未能
同時有效對付兩款細菌，其中
TOAMIT 強效家居除菌噴霧和潔易
淨抗菌消毒液的殺滅率均不足 28%，
兩款產品在總評中亦是最低分。

至於大眾最關注的能否有效消除病
毒的效能，消委會的檢測以腺病毒進
行。若產品可有效對付腺病毒，理論
上亦可有效對付所有包膜病毒如新型
冠狀病毒。結果顯示，K-clean 全方
位抗菌液及 iPOSH 多功能殺菌噴霧
的消減腺病毒感染力效果表現最佳，
令腺病毒的感染力在 1 分鐘接觸後，
可減少超過 99.9%，兩款產品的總評
分均為4.5星，並列第一。

TOAMIT 噴霧完全無效
惟消委會提醒巿民指，消毒噴劑的
殺菌效能與其消滅病毒效能並無必然
關係，其中天滌多功能滅菌配方
GP200 和 SanitCare Plus+天然殺菌消
毒噴劑（抗疫防敏加強版）均聲稱殺
菌效能超過 99.999%的樣本，其消除
病 毒 效 能 分 別 只 有 18.72% 及
「零」；另外一款 TOAMIT 強效家
居除菌噴霧樣本對腺病毒完全無抑制
作用，其殺菌效能同為測試樣本中最
低（見附表），總評分只有2星。
在 15 款消毒噴劑樣本中，有 9 款標
示有效成分為次氯酸（坊間稱為「次
氯酸水」），3 款標示有效成分為二
氧化氯或氯氧化合物；餘下 3 款樣本

殺菌消毒噴劑表現
產品

效能

6款消除病毒（腺病毒）效能最佳樣本

●8 成殺菌消毒噴劑表現遜消毒酒
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則只說明主要採用植物提取物製成，
並沒具體說明成分的化學名稱。
消委會將樣本打開後經模擬使用及
保存至第 7 日時，其中美滴樂-S 天然
消毒液（多用途配方）的有效氯已下
降至檢測不到水平，即代表其殺菌或
消毒效能成疑。消委會補充指出，由
於氯或氯氧化合物不穩定的特性，適
當標示有效期資料有助確保消毒劑可
有效發揮消毒作用，而該些產品的殺
菌及抑制病毒效能會受其配方穩定
性、酸鹼值及儲存時間等因素影響。
消委會又分別以 75%濃度消毒酒精
及 1:99 稀釋漂白水作測試，發現其殺
菌能力超過 99.9%，消毒能力亦分別
達 88%及近 99%，認為相對巿面的消
毒噴劑更為經濟、效能高及可靠。

K-clean全方位抗菌液*

>99.99%

iPOSH多功能殺菌噴霧*

99.5%

JcoNAT原生除菌液

96.20%

白因子消毒抗菌液
（防疫加強版）*

94.38%

日本叮叮叮叮高制噴噴清
居家殺菌噴霧*

85.55%

安速癒空氣淨化及除菌劑*

85.21%

5款消除病毒（腺病毒）效能最差樣本
TOAMIT強效家居除菌噴霧^ 0.00%
SanitCare Plus+天然殺菌消
0.00%
毒噴劑（抗疫防敏加強版）

6.在口岸通關環節，因違反衞生檢疫、出入境
管理和反走私規定，被海關、邊檢部門實施
行政處罰，情節嚴重

7.在內地作業期間，因違反相關管理規定被公
安、道路交通、市場監管等部門實施行政處
罰，情節嚴重

8.有香港疫情高風險地區暴露史或接觸史
9.發生其他不遵守廣東省、深圳市相關疫情防
控政策措施要求的行為
註：超出申報活動範圍活動、違規前往公共場
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拒絕前往指定驛站住
宿、不遵守口岸現場秩序、不配合社區日常管
理等情形的發生概率較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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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遊 行
香港海面石油商會昨日發起海上遊行，抗
議政府在海上實施封關政策，包括貨船（包
括遠洋及內河船）、漁船（包括本地及非本
地漁船）進港時須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令很
多遠洋輪船都不再停留香港水域加油，導致
燃料油銷售量急跌 70%，令業界大受打擊。
他們促請政府能重新開放港口，並向每艘加
油船提供20萬元資助。

天滌多功能滅菌配方 GP200 18.72%
潔易淨抗菌消毒液^

45.05%

AMOF A多用途消毒噴霧^

54.29%

*為同時殺菌效力最佳樣本

^為同時殺菌效力最差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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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昨日發布近期疫情防控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