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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流料」阻抗疫 檢測遭扭曲
批評少數醫護抹黑國產疫苗 增防疫透明度對抗假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要戰勝新冠

肺炎疫情，必

須社會各界同

心合力。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醫管局研討大會上致辭

時，感謝香港醫護於抗疫工作上的付出，但她同時對

於少數醫護人員將防疫措施政治化，並散播不準確的

資訊破壞抗疫工作，感到失望。她批評，該一小撮人

不理會公共衞生安全，先後扭曲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和

抹黑國產疫苗。她強調，特區政府會提升抗疫透明

度，對抗假資訊，並繼續透過宣傳恢復公眾的信任。

●林鄭強調特區政府會提升抗疫透明度，對抗假資訊，並繼續透過
宣傳恢復公眾的信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醫管局研討大會去年因疫情停辦後，昨日起一連兩天舉行。林鄭月
娥昨日致辭時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醫療系統提供

了非常好的服務，每一名確診患者都能得到適當的隔離與治療，實有
賴一班醫護人員的付出，相信香港定能戰勝疫情，但要取決於市民接
種疫苗的速度，再次呼籲大眾盡早接種，讓社會回復正常。
林鄭月娥同時指出，在特區政府各部門與專家小組於過去逾一年全
力應對疫情之際，部分醫護卻背道而馳，將防疫措施政治化，並散播
不準確的資訊，令人十分失望。她指出，自2019年6月以來，香港仍
然充斥着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歪風，在這情況下仍要面對抗疫假
資訊，為抗疫戰帶來痛苦經歷，她批評有一小撮人不理會公共衞生安
全，先後扭曲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目的和抹黑國產疫苗。
她強調，抗疫需要團結與合作，特區政府會提升透明度對抗假資
訊，並繼續透過宣傳恢復公眾信任。

罔顧市民福祉 罷工脅迫「封關」
事實上，攬炒派於疫情期間確實持續不停地抹黑政府的抗疫工作，當
中醫護組織「醫管局員工陣線」更是劣跡斑斑。該黑醫護組織先於去年
2月在罔顧市民福祉下發動罷工，脅迫政府採取所謂「封關」措施。其
後，該組織又不斷透過街站、記者會及社交媒體發起文宣，抹黑政府實
施「限聚令」、強制檢測、突襲封區與推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聲
稱背後目的是打壓自由、建立監控系統與侵犯個人私隱云云。
另外，特區政府於去年9月起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但
「醫管局員工陣線」竟多次聲稱計劃無效、會出現假陰性，又抹黑
檢測中心有播疫危機等，慫恿市民杯葛計劃。當時有攬炒派甚至聲
稱該計劃旨在收集市民的DNA「送中」云云。
及後，香港疫苗接種計劃開展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又不斷抹
黑國產科興疫苗，聲稱「疫苗有效率成疑」，並一再在 facebook
及擺街站展示「可以亂食 疫苗唔可以亂打」的文宣。

記者揭打科興被黑醫「勸退」
除了該組織的惡行罄竹難書外，早前網上更瘋傳有診所護士向市
民展示帶誣衊抹黑成分的資料，「強烈不建議」市民接種科興疫
苗。香港文匯報記者便以市民身份到該診所「放蛇」，記者要求打
科興時亦被黑醫生「勸退」，叫記者轉打其他疫苗。
有市民亦指出，到葵青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等候期間，見一名醫
護一再向長者抹黑科興，稱「副作用很大」「很多人因為注射而出
事」，企圖阻止長者注射。其後衞生署表示，由於涉事醫生診所違
反接種計劃下指定私家診所的條款協議，已終止與相關診所的協
議，並即時安排回收尚未使用的科興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
冠肺炎疫情持續逾一年，公營醫療
體系的工作負荷大增，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出席醫管局年度研討大
會致辭時表示，本港醫療需求逐漸
增加，醫療人手匱乏，因此將向立
法會提倡引入境外醫生來港工作，
希望業界支持。醫管局主席范鴻齡
表示，歡迎政府引入更多境外醫
生，並感謝中央及特區政府對醫管
局的支持，他特別提及中央政府援
建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
心，有助醫管局在抗疫期間集中資
源維持公立醫院的緊急服務。

草案本月提交立會
林鄭月娥表示，本港醫療需求增

加，但亦面臨醫生短缺的問題，尤

其是專科醫生，目前公立醫院醫生的
工作大增，同時延長病人輪候服務時
間。
她指，雖然本地兩間醫學院已增

加培訓名額，但單靠增加本地學額
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提倡引入境
外醫生來港工作，而相關條例草案
將會在本月稍後時間提交立法會審
議，希望得到醫護界的支持。
范鴻齡坦承，現時需要挽留醫療

人才，同時吸引更多境外醫生來港
服務，因此對政府引入更多海外培
訓、並是香港永久居民的醫生表示
歡迎。
他指出，醫療體系在疫情下如臨

大敵，尤幸至今疫情未算太壞，他
感謝醫護人員的付出外，亦感謝中
央及香港政府的支持，在疫情期間

興建各樣社區治療設施，如亞博社
區治療設施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
控制中心等，能夠在抗疫期間集中資
源，讓公立醫院維持緊急服務。
他並感謝特區政府在財赤情況

下，仍撥款超過800億元予醫管
局，增幅達4.7%，醫管局將妥善
運用有關撥款。他指出，過去30
年公營醫院服務供不應求，而且本
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普遍45歲
至60歲市民開始患上慢性病，需
要更多醫療服務，令醫療體系面對
重大挑戰。他說，今年議題圍繞公
立醫療系統的可持續性，該局需要
增加服務供應以平衡供求，當中基
層醫療服務最為重要，因此將會增
建地區康健中心，醫院亦會通過善
用科技增加服務效率。

范鴻齡：歡迎引入境外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規定全港外籍家
庭傭工須於本月9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並正研究要求外傭
在續約或轉約時必須接種新冠疫苗。有外傭團體昨日到平機會
投訴，指有關措施針對外傭是涉及歧視。平機會回應指，若措
施為保障公眾健康，不屬違反《殘疾歧視條例》。有中介擔心
會有大批外傭因不願意打針而離港，並質疑外傭若因接種疫苗
而「出事」，是否算是因工受傷。

保障公眾健康 措施合理必要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若任何措施目的
為保障公眾健康，包括防疫，相關措施有合理及必要性，即使
會造成差別待遇，都不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他表示，若措施針對特定種族，就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但政府考慮實施的措施是針對一種職業，所以不算違反相關條例。
他又說，政府仍未落實相關措施，認為仍有很多討論空間，認為政
府與僱傭之間應就有關政策進行深入討論，達至雙方可接受的安
排，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對本身不適合或未能接種疫苗人士，提
供其他替代方案達至防疫效果。他舉例，早前對飲食業員工的打針
要求，最終亦可以商討出彼此可接受的替代方案。

中介憂接種「出事」是否工傷
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得成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翠蘭昨日
亦指，僱主現時只會為外傭購買勞工保險，質疑外傭如果因為接
種疫苗「出事」，算不算因工受傷。若工作多年的外傭堅持不接
種而無法續約，僱主應如何處理「長期服務金」等問題。
她認為，政府若強制打針會令外傭反感，擔心有大批外傭不
願打針而離開香港，加上新來港外傭在疫情下又難以到港，會
造成外傭短缺，影響許多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醫管
局「臨床醫療管理資訊系統」
（CMS）投入使用逾20年，但近年
屢屢傳出事故，繼去年8月該系統發
生網絡連接故障後，昨日中午系統又
「死機」停運約兩小時，另外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系統昨晨也一度出現短暫
故障，一度暫停為市民打針。有醫務
人員分析，該系統以往運作情況尚可
接受，但近期與疫苗接種記錄頻繁交
互數據後，系統變得不穩定，引致故
障；亦有人批評，有關系統已經老
化。
醫管局發言人昨晚公布，該局「臨

床醫療管理資訊系統」於昨日中午12
時發生故障，系統經修復及重新啟動
後，於下午2時逐步恢復正常運作。

部分病人需改期就診
故障期間，醫護人員未能登入、儲

存或索取病人病歷記錄資料，故臨床
部門改以應變模式操作，包括以人手
輸入病歷記錄及透過問診了解病人病
歷。部分病人需要輪候較長時間或改
期就診，醫院緊急服務則未有受影
響。醫管局表示，會就事件深入調
查，並對系統故障期間引致病人不便
向公眾致歉。
翻查資料，CMS系統曾於去年8月

28日發生網絡連接故障，導致醫護人
員未能登入臨床資訊系統，歷時約1

小時20分鐘。

疫苗接種系統 一度短暫故障
另外有消息指，昨晨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的電腦系統未能連接醫健
通，無法更新市民的疫苗接種記
錄，部分接種中心改用人手輸入，
亦有中心暫停接種，大約15分鐘後
恢復正常。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CMS系
統昨日確實出現故障，但相信事件屬
於意外，他猜測可能因為政府實施社
區疫苗接種計劃，醫生需要在醫健通
查閱大量接種者的病歷，導致疫苗接
種系統與CMS系統頻繁交互，引致
故障。
崔俊明表示，電腦系統出現故障

時，除軟件停擺外，還可能有停電情
況，因此有必要保留一定紙質文件備
份，以供臨時查閱。

醫護抱怨系統老舊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表示，工會
間中有聽聞醫護人員抱怨CMS系統
老舊，使用不便，據了解，醫管局每
年都會有固定一筆撥款用於電腦系統
維護升級，但有關資源是否足夠？升
級效果是否得到認可？希望政府進行
詳細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不少分析均認為新冠
疫苗的接種是經濟復甦的關鍵，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表
示，香港新冠疫情雖放緩，但疫苗接種率相對紐約、倫
敦和新加坡等主要金融中心為低，憂慮此將影響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他透露，金管局已向政府提
議，及與香港金融機構討論是否有機會和必要與其他金
融中心建立「商務旅遊氣泡」。

疫苗接種對推動經濟復甦重要
全球經濟有望隨疫苗接種而復甦，余偉文昨提到，近

日國際間討論焦點已由如何控制疫情轉移至如何推動疫
苗接種率，從而帶動經濟及生產力復元，亦反映疫苗接
種對推動當地經濟復甦的重要性。他指出，目前本港疫
苗接種率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低，其中美國、英國及新
加坡接種疫苗比率大大高於香港，擔心會因此拖慢本地
經濟復甦進度和國際競爭力。
「若紐約、倫敦、新加坡幾個金融中心在達到一定疫

苗注射水平後開啟商務互通，香港可能落後。」余偉文
坦言，本港疫苗接種率低企，或影響本港跨境旅遊難以
重新開放，相反其他金融中心接種比率高，可以想像這
些地區未來可以率先開放邊境旅遊，即是變相削弱香港
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參考《紐約時報》數據，

在美國、英國、新加坡已接種首劑疫苗的比率分別達
44%、51%、24%。而參考香港政府的數據換算，本港
已接種首劑疫苗的比率大約只有12.7%。

長遠外資或將業務撤離香港
余偉文指，不少的歐美企業將香港作為總部，他們若

可以到亞洲其他的地區處理業務而唯獨不能到香港，香
港的競爭力有可能下降，長此以往這些公司可能會考慮
將業務移至區內其他金融中心。
他表示，金管局已經向特區政府提議，並與香港金融

機構討論是否有機會和必要與其他金融中心建立「商務
旅遊氣泡」，以逐步恢復商務往來。

強制外傭檢測接種
平機會：不違歧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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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員工陣線」
抹黑政府事件簿
惡行1：抹黑防疫措施發
起罷工

●行為：顛倒黑白地將防疫措
施說成是令疫情不斷爆發的因
素；罔顧市民福祉去年2月發動
罷工，脅迫政府採取所謂「封
關」措施。

惡行2：曲解「限聚令」強
檢與突襲封區原意

●行為：不斷宣揚「限聚令」
是為打壓市民集會與示威自
由，又稱強制檢測、突襲封區
是變相戒嚴，旨在無限擴大警
隊權力云云。

惡行3：煽惑市民拒絕參
與「普及社區檢測」

●行為：多次聲稱計劃無效、
會出現假陰性、背後有政治原
因等，又抹黑檢測中心有播毒
危機。

惡行4：抹黑「安心出行」

●行為：即使政府多次解釋
「安心出行」並無追蹤功能，
工會仍持續向外宣揚政府此舉
旨在建立監控系統，侵犯個人
私隱云云。

惡行5：抹黑科興疫苗

●行為：無視科興疫苗有效率
高於世標準50%的事實，聲
稱「疫苗有效率成疑」，並一
再在 facebook 及擺街站抹黑
科興疫苗，包括製作「可以
亂食 疫苗唔可以亂打」的文
宣，更以「疫苗政策失信於民
群體免疫遙遙無期」為題發
文。

惡行6：抹黑「疫苗氣泡」
違反公共衞生常識

●行為：不斷強調注射疫苗無
法確保零感染，抹黑政府想以
注射疫苗取代自願檢測，又稱
以「安心出行」全面取代手寫
表格旨在打壓黃店云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醫院管理局2021年研討大會開幕典禮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范鴻齡表示，對政府引入更多境外醫生
來港工作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