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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盲目樂觀，因為按
照 專 家 判 斷 ， 變 種 病 毒 感 染 者 有 75% 無 症
狀，因此更難被發現；目前社區極可能有一
條或以上的隱形傳播鏈未被發現，社區安全
可能面臨巨大風險。
因此，只有找出傳播路徑，才能對路徑內
的密切接觸者進行檢測排查，盡快找出所有
隱形患者，才能從根本上切斷變種病毒在社
區的傳播，這項工作非常緊迫。由於感染變
種病毒人士多數無症狀，潛伏期長，政府應
盡快啟動超級電腦等手段，循人群流動接觸
進行追查，並相應擴大強制檢測範圍。
變種病毒已在社區傳播，也反映出本港在
外訪輸入、病毒追蹤方面仍然存在疏漏。率
先確診的印度裔男子在檢疫期間三次檢測都
呈陰性，直至回到社區才確診，反映在延長
隔離時間、提升檢測可靠性等方面仍有不足
之處，才導致出現「漏網之魚」。政府專家
顧問袁國勇也指出，要改善檢測的流程和採
樣方法，並對曾經入住確診者同一間酒店的
人士進行抗體測試，務求成功堵截所有走漏
的輸入個案。
變種病毒傳播力強，在全球多國造成大面
積感染，特區政府必須嚴陣以待，採取更雷
厲風行的措施，將有個案的大廈全棟撤離檢
疫，對全社會負責；變種病毒入侵也警醒廣
大市民，不能因為本港疫情有所好轉而放鬆
防疫警戒，目前遠未到鬆口氣的時候，反而
要繼續做好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衞生，盡量
減少不必要的聚會，更要在身體許可的情況
下盡快接種新冠疫苗，為戰勝疫症出一份應
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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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儘管連續 3 天本地零確診，但疫情仍
然處於非常不穩定狀態。東涌一名菲傭早前
確診感染變種新冠病毒，其病毒基因與本港
首宗進入社區的變種病毒確診者百分百相
似，當局昨日發現此二人均曾到訪東涌東薈
城，存在環境播毒的機會；另一方面，昨日
又出現一宗印度抵港 28 歲家庭主婦進入社區
逾一周後，初步確診變種病毒的個案。變種
病毒傳播力、殺傷力更強，且確診者多為無
症狀，政府除要求當日曾經到訪的人士強檢
外，有必要馬上責令東薈城停業清潔，並層
層追蹤密切接觸者，盡快切斷隱形傳播鏈。
廣大市民亦應警惕 ，必須繼續嚴守防疫措
施，減少不必要聚會，盡快接種疫苗保護自
己、保護他人，防止第五波疫情爆發。
由印度裔男子上月 9 日離開檢疫酒店，到
東涌菲傭同月 23 日確診，中間正好相隔一個
潛伏期。衞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印裔男子
曾於上月 11 日帶同染疫菲裔女友到訪東涌東
薈城，染疫東涌菲傭當日亦有到該處，雖然
聲稱互不相識，但基因排序證實存在傳播關
係。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認為，不排除印裔男子菲裔女友與
東涌菲傭有共同社交圈子，相信政府會追蹤
兩名菲籍確診者之間是否存在軌跡重合。
另外，昨日再發現一名上月初抵港的印度
女子確診，她經多次檢測均顯示陰性，至昨
日再檢才初步確診，政府迅速要求尖沙咀美
園大廈全部撤離檢疫，行動明顯較過往快速
果斷，希望能對及時切斷可能的病毒傳播鏈
發揮作用。雖然本港連續 3 天錄得本地零確
診，但面對接連的變種病毒社區個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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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追蹤切斷變種病毒隱形傳播鏈

以新思維加快新界北規劃發展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簡介
新界北發展規劃的可行性研究撥款。新界
北位處與深圳繁華地區接壤的邊境位置，
可供開發土地潛力巨大，如今更成為港深
合作、推動產業創新的黃金地段，在新界
北發展融居住、創科、商業於一身的新市
鎮，將是解決本港新產業發展、土地房屋
等深層矛盾的新嘗試、新起點。特區政府
應以新思維加快新界北的規劃審批效率，
為本港創新轉型、提升競爭力和解決土地
房屋問題闖出新路。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矛盾日趨尖銳，土地供
應斷層的危機迫在眉睫，更影響到本港的社
會和諧、穩健發展。開發新市鎮、提供大規
模房屋供應，是解決土地房屋供應不足的重
要途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新市鎮遠離
市區，若產業、就業等配套跟不上，往往會
產生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天水圍新市鎮曾接
連發生倫常悲劇，被標籤「悲情城市」，前
車之鑒，值得警醒，更須吸取。
構思中的新界北新市鎮，會注重均衡發
展，除了住宅及商業發展外，區內已構思
建設科學園、工業邨，並善用公共交通為
本的發展所帶來的潛力。按照政府的新界
北初步研究預計，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
物流走廊的總面積約為 1,140 公頃，可容納
不少於 20 萬人口，並提供約 13.4 萬個來自
創新科技、商業、物流及零售餐飲、娛樂
等就業機會。僅新界北初步研究中的新田
／落馬洲發展樞紐，就可提供 31,000 個住
宅單位，容納約 84,000 名居民，可創造約
64,000 個就業機會。

新界北新市鎮坐落於政府《香港 2030+》
建議的「北部經濟帶」，以科研、現代物
流、倉儲及新興行業為發展重心；一河之
隔的深圳落馬洲、羅湖、文錦渡等區段已
是成熟的商業中心，深圳正計劃將濱河地
段打造成國際級創新科技中心，深度融入
國家產業政策，融入大灣區產業和市場。
對本港而言，通過開發新界北新市鎮，加
強港深創新科技合作，善用兩地資源、優
勢互補，是實現共贏發展的良機。
新界北新市鎮前景誘人，但根據政府規
劃，首批居民可於 2032 年遷入，至 2034 年
擬建的港鐵北環線及新田站投入運作，大
部分人口的遷入和就業安排才能完成。這
意味着新界北新市鎮最快也要 11 年才能建
成。土地開發時間曠日持久，導致遠水難
求近火，一直為人詬病。2018 年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諮詢報告指出，本港「生地」變
「熟地」需時長達 11 年至 14 年。包括測量
界在內的不少專業人士一再呼籲，政府應
壓縮審批程序。
回歸前的新機場計劃，用了不足 10 年便
完成，計劃除了發展機場、機鐵、三號幹
線等大型基建，還開發了東涌新市鎮，為
香港國際機場提供後勤服務，同時容納不
同的工商業發展，既大量增加房屋供應，
也解決了就業問題。由此可見，一切事在
人為。如今香港即將完善選舉制度，理順
行政立法關係，未來應整合規劃署、地政
總署和屋宇署等部門的審批環節，立法會
則應合理審批有關撥款，有效加快土地開
發步伐。

政府倡資審會組成須向中央備案
委會完成新選制條例審議 曾國衞冀立會月底恢復二讀
特區政府昨日再就修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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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制度向立法會的法案委員
會提交修訂，建議訂明特區
政府須就資格審查委員會的
組成向中央備案。政府指，

議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加入相關要求。昨日下午，
立法會《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
員會完成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本周五（7 日）
將在內務委員會作出口頭報告。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曾國衞表示，期望可在本月 26 日恢復二讀辯論，並盡
早通過三讀，讓特區政府能夠盡快展開未來幾場選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委員會昨日討論特區政府須就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向中央備案。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關注，向中央備案的「備案」一詞是否等同需獲

中央批准。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施俊輝回應時表示，「備案」並
無涉及「批准」的意思，若中央人民政府不備案，即代表特首未有根據法
定要求辦事，屆時要視乎會否有巿民就此入稟法庭。
草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提出，條文指「向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具體是
指哪個部門。律政司署理律政專員梅基發回應時指，「中央人民政府」是
指「國務院」，又指參考現時基本法的條文，「備案」與「批准」的意思
明顯有別，「備案」並無「批准」的意思，「純粹係作為記錄」。

梁美芬：沒
「備案」
即沒法律效力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按照內地的安排，若沒有「備案」即屬
發還，即代表沒有法律效力。
另外，當局亦建議加入條文訂明，不得對資審會根據國安委審查意見書
所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決定提起訴訟。當局亦因應議員意見，訂明若有
候選人被DQ，選舉不會中止。（見另稿）
曾國衞會上表示，期望本月26日即就該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並希望草
案能盡快獲三讀通過，以便政府盡快展開幾場重要選舉。他還感謝廖長江和
委員會過去一個月「盡心盡力配合審議法案」，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
廖長江也指，感謝政府「盡心盡力」參與委員會工作，並在工作上配合。

●特首林鄭月娥昨分別訪問劉業強
特首林鄭月娥昨分別訪問劉業強（
（左圖
左圖）
）及梁德華
及梁德華。
。
●特區政府昨日再就修訂選舉制度向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提交
修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防攬炒派出蠱惑
DQ 不會中止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早前
指，選舉日或之前有候選人
在參選時過身、或因其他原
因失去選舉資格（DQ），即
使其他候選人仍在參選，但
選舉仍會被中止。立法會審
議修改選舉制度的法案委員
會昨日審議條文修訂案，有
議員繼續關注中止選舉的情
況會被反對派利用，向局方
提出質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昨日在會上提出，早前審議
有關條文時，政府指出選舉
當日若有候選人過身，或因
其他原因失去選舉資格，有
關選舉會被中止，擔心有關
安排會被攬炒派利用，刻意
在選舉當天突然表示自己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令自己
失去選舉資格，利用有關程
序令選舉中止，達到癱瘓選
舉的目的。陳克勤還表示，

已就有關問題與 12 名草案委
員會委員去信當局希望作出
修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楊樂詩回應時表
示，局方考慮有關情況後，
已將有關條文刪除及重新修
訂。新修訂條文包括投票前
以及投票當日，即使出現有
候選人因過身或喪失資格等
情況，選舉程序仍然會繼續
進行，不會中止，做法與選
委會界別安排看齊。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追問，
是否任何情況下選舉仍會繼
續進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鄧忍光回覆指，
議員早前提出的意見，主要
針對候選人的情況引致選舉
中止，至於其他情況，例如
暴動、颱風等事件，已有其
他條例處理，並非今次修訂
條例的範圍。

高永文：新選制重視地區工作人士
●九龍西潮
人聯會舉辦
「完善選舉
制度 落實
愛國者治
港」分享
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特首：新選制聽取基層意見

因應資審會的憲制地位和職能，在重新審視相關條文後，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九龍西潮
人聯會昨日舉辦「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
國者治港」分享會，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高永文出席分享
會時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將更加重
視基層團體和地區組織，在選委會、立
法會的代表性亦增強了，顯示地區工作
人士得到中央的認同。他呼籲大家要並
肩作戰，未來繼續做好地區工作。
高永文在會上表示，自 2019 年黑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
思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在新一集《選委界別分組
面面觀》節目訪問了新界鄉
議局主席劉業強及香港道教
聯合會主席梁德華，介紹新
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的重
新構建與組成。林鄭月娥表
示，同鄉社團及基層組織以
往一般未能進入政治體制發
表意見，在新選舉制度下，
選委會增設了 120 席予相關
團體，充分表現出選委會具
廣泛代表性和聽取基層意
見。

劉業強料鄉局良性競爭

鄉議局在是次選委會重新
構建中，議席由 26 席增至
27席。劉業強表示，鄉事朋
友對此感到高興，認為改動
能夠更反映當地人的聲音，
並感謝中央的支持和信賴。
劉業強指，鄉議局的組成涵
蓋幾方面的參與者，包括鄉
事人士、主席和特別議員等
160 人，他們都能夠參與選
舉爭取鄉議局在選委會中的
席位，預料今屆會有良性競
爭。
林鄭月娥在訪問中提及，

後，反對派千方百計要拖垮香港，令特區
政府不能正常施政，威望受到影響，他們
根本不是為了香港民主自由，而是為了達
到自己的政治利益，破壞「一國兩制」。
作為服務地區人士，在區議會選舉中也清
楚看到，很多年輕選民在反對派一些政治
口號蒙蔽下，做出錯誤決定，選出一些並
非幫助地區做事的人。反對派甚至企圖通
過操控選民，進一步控制立法會選舉和特
首選舉，奪取香港管治權，衝擊「一國兩
制」和中央管治權。
他說，中央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有實
質任命權，因此必須對香港選舉制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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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多次與鄉事代表到村內
做協調工作，包括將竹園村
搬走以興建蓮塘香園圍口
岸。劉業強表示，鄉議局95
年的招牌得來不易，獲得不
少鄉民信任，相信以鄉議局
身份去替當區的鄉與政府做
斡旋和協調，能夠起到正面
作用。

梁德華：宗教界獲肯定
新選舉制度下，宗教界的
席數和產生方法與以往沒有
分別。梁德華表示，宗教界
在自己的宗教互選 10 名代
表，能夠體現出足夠的代表
性。他認為，這是政府給予
他們的一個肯定，令他們更
加自重這個機會，並指會審
慎地在內部通過理事會推舉
共識，以個人對香港、宗教
信仰，以及個人處事的態度
去決定人選。他強調，這個
方法在過去一直沒有任何爭
議，認為方法十分良好。
梁德華指，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選委會由 1,200 人增
至 1,500 人，能夠體會到政
府洞察民情，使選委會的代
表性更強，更能達到集思廣
益，是一個進步。

置關卡，要求香港的管治者必須是愛國
者，並不過分。「試問反對派如果連這
個要求都要反對的話，他們何來愛
國？」
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潘陳愛菁表示，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
治港」，令更多有能力的愛國愛港者，
願意出來服務社會，推動香港經濟繁榮
發展。該會作為九龍西地區的重要社
團，將繼續帶領九龍西地區潮籍鄉親及
市民，一如既往支持中央政策、支持特
區政府施政，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香港達至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