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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封區令」越清晰、行動越快，效果才能
越好。
政府遲遲不能下決心落實禁足令，關鍵原因是
擔心解決不了「封區」期間居民的生活保障，怕會
引起民間強烈反彈。但如今擺在眼前的現實是，佐
敦區的疫情未能受控，疫情更有向油尖旺、深水埗
蔓延的趨勢。要防止佐敦區以至鄰近地區疫情惡
化、截斷傳播鏈，容不得瞻前顧後，政府必須當機
立斷落實禁足令，並盡一切努力做好受影響居民的
生活保障，保證禁足令順利推進。
落實禁足令是一項綜合「施政工程」，根據內
地經驗，封區期間，由政府工作人員、志願者組建
服務隊，駐點開展服務，全程把控，確保封控人員
足不出戶，防止風險擴散；安排專人做好物資保
障、垃圾清運、日常就醫、解釋安撫、心理疏導等
工作，確保居家人員「安心居家、生活無憂」。
香港有 17 萬公務員，目前有相當部分公務員居
家工作。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就是需要緊
急調動公務員的時候，政府除了安排紀律部隊人
員維持秩序、把控出入外，也要抽調各部門公務
員支援民生保障工作，相信由特區政府統一指揮
協調，應該能充分發揮本港公務員高效優質的優
勢，足以滿足「封區」期間區內居民的基本生活
需求。
佐敦區的社福機構、民間團體以及建制派組織
和人士，熟悉區情民情，相信很樂意為抗疫救民
伸出援手，政府應主動與這些組織、人士合作，
充分發揮民間力量，同心抗疫，共同做好區內居
民的生活保障工作，令區內疫情早日斷尾。更重
要的是令強檢、禁足配合運作更成熟，共同打造
適合本港的抗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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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終決定在早前劃定的「佐敦指定區
域」部分範圍實施「禁足令」。根據內地抗疫的
成功經驗，強檢配合禁足是抗疫必不可少的措
施，本港落實禁足令雖然稍遲，但遲到好過無
到，特區政府可積累經驗，為進一步推廣強檢配
合禁足作準備。在決定採取有關措施前，政府應
當盡快公布有關詳情，以免造成恐慌，同時調動
公務員及社會各界等力量，共同合作，確保受影
響居民的民生供應穩定，提升市民對禁足令的理
解和支持，令抗疫工作事半功倍。
香港文匯報此前一再呼籲，強檢必須配合禁足
措施，否則強檢發現確診個案的速度，跟不上病
毒擴散的速度，難以阻止病毒擴散。禁足「封
區」已成為內地疫情防控的「標準模式」，近期
河北石家莊、北京大興區等爆疫地繼續沿用，並
配合全民檢測，均在短時間內控制了零星反彈的
疫情。
雖然有本港專家認為，目前佐敦指定區域的大
部分居民已經做了強檢，現在才「封區」沒有多
大意思。但是，政府實施「封區」，是本港首次
採取這種升級版的防疫措施，意義不僅僅是為了
佐敦有關區域的防疫，而是通過這次封區，總結
經驗、改進完善，形成一套可複製、可推廣的機
制，日後其他區域出現嚴重疫情時可迅速啟動，
令本港抗疫多一道有力「板斧」。
「封區」抗疫要掌握清楚區內居民人數，政府
要動員人手登記居民資料；「封區」難免影響區
內商戶、市民的生活生計，因此政府要盡快決
定，公布「封區」的具體安排和「安民告示」，
讓區內居民心中有數，以免被流言誤導而產生恐
慌，引發不必要的搶購潮、逃離潮，增加抗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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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通力合作 確保禁足順利落實

歐洲「人權師爺」暴露雙標醜態
歐洲議會前日通過決議，要求香港
特區政府立即釋放早前被控違反香港國
安法而被拘留者，中國外交部以及中國
駐歐盟使團昨日批評，此種行為是粗暴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混淆是非，
顛倒黑白，敦促歐洲議會正視香港已回
歸中國的現實，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維
護國家安全是任何國家的必然之舉，攬
炒派策劃、實施「初選」等反中亂港行
動，企圖顛覆政權、衝擊「一國兩
制」，特區政府依法制止天經地義。歐
盟支持西班牙打擊加泰羅尼亞獨立運
動，卻對香港維護國安的合法正當行為
指手畫腳，明顯奉行雙重標準；歐洲議
會公然施壓，要求特區政府釋放嫌犯，
更屬典型的以政治凌駕法治，違反司法
獨立的國際基本法治原則。
歐洲議會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厚
此薄彼，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2017
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上演獨立公
投，九成人贊成獨立，西班牙中央政府
隨即重拳打擊「獨派」，最終加泰前政
府的多名官員被判監 9 年至 13 年不等，
歐洲議會完全當「無事發生」，從未有
片言隻語譴責西班牙中央政府，更無威
脅要制裁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官員。
香港已回歸祖國 24 年，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歐洲議會的部分
政客把香港有人煽動、參與「港獨」，
美化為爭取「人權自由」，把特區政府
依法遏止「港獨」、維護國安的正義之

舉，抹黑為「政治迫害」，分明是歐洲
議會部分政客的殖民主義心態作慫，替
「港獨」勢力撐腰。
本港攬炒派舉行的所謂「初選」，
要求「參選人」簽署抗爭聲明，公開承
諾如果當選將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
區政府停擺，企圖「攬炒香港」，這種
行為毫無疑問涉嫌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
家政權罪。理應經過本港法庭審判，受
到必要制裁。
歐洲諸國一向口口聲聲維護法治，
尊重司法獨立，卻公然干涉本港的司法
制度，無理要求特區政府釋放被依法起
訴的嫌疑犯，這是何等荒謬。歐洲議會
部分政客，不尊重本港司法獨立，肆無
忌憚以政治凌駕司法。正如特區政府的
聲明所指，歐洲議會的決議，似乎認為
持某種政治理念的人，應不受法律制
裁，這着實令人感到震驚。
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
例，中央訂立香港國安法，為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這完全屬於中國內政，不容別國說
三道四，更不需要歐洲政客充當「人權
師爺」，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指指點
點。
歐洲議會必須正視香港已經回歸中
國的現實，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
本準則，摒棄雙重標準，切實尊重中國
的主權和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外交部反對歐洲議會粗暴干港事
籲恪守國際法棄雙標 駐歐盟使團：捍衛國安天經地義

決議，譴責中央「打壓」香港
「民主派人士」，並要求立即
釋放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
之鋒等人，又敦促歐盟各國對
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內地
及本港官員實施「制裁」。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時
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歐洲議會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呼籲歐洲議會恪守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摒棄
雙重標準，停止充當別國的
「人權教師」。中國駐歐盟使
團強調，中國和香港特區有關
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維護法治、公平和正義，捍衛
國家主權安全，天經地義，無
可置疑，不容抹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洲議會以597票贊成、17票反對及
歐61票棄權通過決議，要求特區政府

「立即無條件釋放」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中「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所有人，以及聲
稱因「政治動機」被捕的黃之鋒、前「香
港眾志」成員周庭及主席林朗彥等人。
有關決議稱，歐洲議會對於歐中投資
協定談判，未有用作對中國「持續嚴重
侵犯人權」的行為，及「維護」香港高

港代表揶揄歐議會：顧掂自己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針對歐
洲議會的「決議」，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強烈譴責
歐洲議會不分輕重緩急，在疫情相當嚴重
的時期，選擇粗暴干涉香港內部事務，而
不是專注恢復人民的經濟和應對疫情，若
此舉影響中歐關係，更會令歐洲人民的生
活百上加斤。

歐 洲 議 會 本 月 21 日 通 過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批評，歐洲議會部分議員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強烈譴責和堅
●華春瑩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歐洲議會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決反對。
外交部網頁圖片
駐歐盟使團網頁圖片
度自治與香港基本權利自由的「談判工
具」，可能損害歐盟「捍衛人權」的
「聲譽」，對此表示「遺憾」，認為歐
盟急於達成協定。
決議續稱，歐洲議會將仔細審議歐中
投資協定，及在表決時考慮中國的「人權
狀況」，又點名敦促歐盟制裁中國中央
以至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副主任張曉明，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
署署長鄭雁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香港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及前處長盧偉聰。

華春瑩：停當別國
「人權教師」
華春瑩昨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上回應有關決議時，敦促歐洲議會正視香
港已經回歸中國的現實，恪守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摒棄雙重標準，
停止充當別國的「人權教師」，切實尊
重中國的主權和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形
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她批評歐洲議會部分議員混淆是非，
顛倒黑白，推動通過決議，是對中國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中方表
示堅決反對，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根本不是民主人權問題，任何外國
政府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港國安法完善
「一國兩制」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批評，歐洲議
會部分議員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中方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發言人
說，香港國安法規管的是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行為，彌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漏洞，是完善「一國兩制」體系的
重大舉措，該法的實施使香港社會重回安
定，法治正義得到伸張，香港居民各項合
法權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環境中得到更
好保障，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發言人重申，中國是法治國家，香港
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
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中
國和香港特區有關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

●歐洲議會要求釋放黎智英等人。圖為
黎智英被押上囚車。
資料圖片
罪行為，維護法治、公平和正義，捍衛
國家主權安全，天經地義，無可置疑，
不容抹黑。包括司法個案和特區選舉在
內的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
政府、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香港國
安法是為了遏制香港出現的「港獨」和分
裂勢力，歐洲國家亦有設置，歐洲議會此
舉是抱持着「殖民地心態」，粗暴干預中
國內政。
他強調說，歐中投資協定有利於歐洲恢
復經濟，簽署協定是非常正確的決定，若
該協定被歐洲議會作為政治籌碼，會令歐
洲人民付出巨大的代價，更笑言該所謂
「決議」簡直是「超現實」。

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傍晚透過新聞發布
方式回應歐洲議會相關「決議案」時強
調，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無論國家
所行的是單一體制或聯邦制，國家安全

吳亮星：應專注防疫抗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直言，歐洲的新冠疫情相
當嚴重，歐洲議會完全沒有處理好輕重緩急，如今應
該專注國內的防疫抗疫工作，而不是通過一些干涉別
國內政的「譴責」決議，如果中國在這個時候採取反
制措施，歐洲的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無疑會令當地人
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

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特區政府指出，香港國安法並不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正如外交部多次強
調，《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中國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及過渡期內的相關安排。
《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政策是中方單方面政策宣示，不是中
方對英方的承諾，更不是所謂的國際義
務。隨着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完
成各項後續工作，《中英聯合聲明》中
與英方有關的條款經已履行完畢。國際
社會應正視這事實，停止干預屬於中國
內政的香港事務。

對「某類人應不受制裁」感震驚
特區政府強調，香港的法治有很強的

基礎。對於「決議案」要求立即釋放被
特區政府執法機構拘捕的疑犯，當中包
括已被法庭定罪者，似乎認為持某種政
治理念的人應不受法律制裁，特區政府
對此感到震驚。無人可凌駕法律。任何
人犯法，不論其身份或身在何處，只要
罪行屬於香港管轄範圍內，都要面對法
律制裁。
特區政府絕不容忍任何顛覆國家政權
罪行，對於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
施顛覆政權的人，定會根據香港國安法
追究其犯罪行為。特區政府人員依法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是光榮的使命。香港官員維護國
家安全的決心不會受任何所謂的「制
裁」而有任何影響。

美

立法都是由中央政府進行。香港國安法
由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以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政府重申，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
國際慣例，不同國家有各自的國家安全
法。香港國安法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條例清楚列出所規定的四類危害
國家安全的罪行和刑罰，奉公守法的人
士不會誤墮法網。香港國安法亦有特定
條文，保障市民在基本法及國際有關人
權的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下所享
有的權利和自由。該法律亦體現了無罪
推定；一事不再審；以及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辯護

陳勇：應該先譴責自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直言，歐洲議會的
部分議員可謂「不食人間煙火」：歐洲各國
的法律都嚴厲打擊恐怖主義和危害社會公
共秩序的犯罪行為，而歐洲許多國家的警
察在執法時亦都相當粗暴，如果要譴責一些
地方沒有保障人權，就應該譴責自己。
他批評歐洲議會意識形態先行，對香港
完全是雙重標準，如歐洲許多國家自詡以
法制為核心價值，卻不允許香港踐行自身
的法治精神，如果真的同情香港的罪犯，歐洲議會
大可以「收留」他們，為他們提供難民身份，香港
人亦會歡送。

特區政府批
「決議案」
存政治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強烈
反對歐洲議會日前有關香港的「決議
案」，批評「決議案」內容偏頗，出
於政治動機而非反映事實，並對「決
議案」要求立即釋放被特區政府執法
機構拘捕的疑犯，似乎認為持某種政
治理念的人應不受法律制裁感到震
驚，重申香港官員維護國家安全的決
心不會受任何所謂的「制裁」而有任
何影響。

盧瑞安：
「決議」
是
「超現實」

國 安法實施
：
會
商
量 美 資撤 離
大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未
莊程敏）香港美國商會新

任主席 Jessica Bartlett 昨日
在美商會 facebook 發布的
視頻上表示，未見香港
國安法生效後有大量美國
資金撤離香港，並表示目
●Jessica Bartlett
視頻截圖 前仍有不少投資者對香港
市場有信心，認為其是具
增長潛力的城市，這對於愛追尋發展機會的
美國人而言仍吸引，料會繼續在香港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