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婦檢測起動 11處取樣本套裝

民建聯倡加快推短期職位紓民困

全民檢測料有500萬人參與

政府日前宣布推出自願性質的 「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市民可以免費
進行一次檢測。陳肇始昨日在電台節
目表示，政府正與內地化驗專家商討
及做準備，期望在兩星期後開展計劃
。她指在過去兩星期，公營機構每日
檢測量過萬，甚至曾達1.5萬、1.6萬
，而據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的社區檢測
顯示，有七、八成市民參與，反應不
錯。政府估算，將會有400萬至500萬
人參與普及檢測計劃，期望能在兩星
期內完成檢驗。

採樣檢測方式仍有待研究
陳肇始續表示，由於每日將會有

大量檢測，將主要由政府委聘的三間
私營公司提供人手協助檢測。她又透
露，創新及科技局正為普及檢測計劃
，協助設計網上登記程序的系統。

至於會採用深喉唾液抑或咽喉拭
子方式檢測、由市民自行採樣，還是
由專業醫護協助，陳肇始稱科學上各
方式都各有效用，要視乎檢測能力，
仍有待研究。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認
為，若政府堅持採用咽喉拭子方式，
應交由醫護人員取樣本，否則市民自
行採樣容易令樣本質素會有參差，將
大大降低全民檢測的成效，不過政府
亦要考慮人力物力是否可行。

今起為渡輪港鐵員工檢測
曾祈殷指出，由取樣本到完成核

對身份等工作，每個人取樣需花三至
四分鐘，預計每名醫護人員每小時最
多可為20人採集樣本；若有500萬人
做檢測，會較立法會選舉應付300萬選
民規模更大。

另外，新冠病毒檢測服務擴展至
渡輪、鐵路及電車僱員。運輸署表示
，渡輪營辦商的僱員毋須預約，直接
在指定時段到中環四號碼頭、尖沙咀
天星渡輪碼頭等指定派發點，向檢測
承辦商索取檢測套裝，並在自行採集
咽喉拭子樣本後，盡快將樣本瓶交回
收集點。檢測承辦商亦會透過港鐵公
司及電車公司向車務員工派發及收集
檢測套裝。

【大公報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泳舜，昨
日上午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會面
，呼籲特區政府加快推出有時限就業職
位，並將原計劃中的三萬個增至五萬個
。特區政府透露，現正招聘約7500人
，預計至九月底共有約一萬人入職。

特區政府早前表示，兩年內於公營
、私營機構，合共創造約三萬個有時限
的職位，時限不超過12個月，必要時
會考慮酌情延長12個月。目前，政府
已規劃好約二萬個職位，其中部分由政
府開設，部分透過服務合約由承辦商對
外招聘，政府亦正與一些團體研究開始

更多職位，如在安老院舍服務的短期職
位等等。

鄭泳舜指出，嚴峻疫情當前，本港
失業率攀升至6.2%，大量畢業生投入
勞動市場，形勢不容樂觀。 「救人如救
火，當局必須加快推出開創的職位。」
他認為，政府亦可考慮在境外地區開創
職位，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

鄭泳舜呼籲政府開設更多新工種以
及基層職位，提升職位招聘的相關手機
應用程式性能，方便更多市民閱讀、申
請。

政府可向相關僱主發放在職培訓津
貼，鼓勵僱主聘用失業求職人士。

【大公報訊】民政事務總署和仁
濟醫院合作，昨起推出孕婦免費檢測
計劃，為期五天。據民政事務總署昨
日表示有178名孕婦領取採樣套裝。

孕婦或由家人代領的人士，可在
全港各區11個指定地點，取得咽拭子
採樣套裝，名額5000個，他們領取時
須出示參與檢測者的懷孕證明。當領

取後，他們需於翌日交回表格和樣本
瓶，交還樣本瓶的時間是周二至周六
，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

相關資料會交由檢測承辦商華昇
診斷中心進行測試。之後，診斷中心
會為每名孕婦發出檢測結果報告。仁
濟醫院董事局會將有關報告郵寄予參
與檢測的孕婦。

陳肇始冀兩周後展開 須時兩星期

◀政府將推出全民自願檢測計劃，圖為穿上防護衣工作
人員，早前向慈愛苑居民簡介採樣過程

▲陳肇始表示檢測主要由政府委聘的三間私營公
司提供人手協助

大公報記者 李家翹

行政長官早前宣布展開 「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全港市民可自願接受
免費檢測。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預計，將會有500萬人參加檢測計劃，
但採樣方式仍待敲定。有專家認為，
若以咽喉拭子方式採樣，一份樣本由

核對資料到包裝需三至四分鐘，檢
測工程會很龐大。政府昨亦宣布

，渡輪營辦商、港鐵公司及電
車公司的員工，今日起可作

免費新冠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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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黎智英完全與新聞自由無關
昨日，警方以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串謀欺騙等罪，
拘捕了黎智英等十人，並依據法庭手令
搜查了黎智英住宅及壹傳媒大樓，帶走
了有關物證。

對此，不少市民發出 「大快人心」
的呼聲，還有市民到現場拉橫幅，支持
拘捕黎智英。昨日，國務院港澳辦發言
人發表談話表示，堅決支持香港警方依
法對黎智英等人採取的拘捕行動，強調
對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亂
港分子必須依法嚴懲。

然而，反中亂港勢力卻以 「新聞自
由」 說事。公民黨人士稱，此舉是踐踏
新聞自由，容不下傳媒自由與多元聲音
；民主黨人士稱，基本法對新聞和言論
自由的保證危在旦夕。身處英國、被警
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通緝的前香港眾志
成員羅冠聰稱，警方借此打擊第四權力
， 「香港新聞自由已死」 ；香港記者協
會也跳出來發表什麼聲明，為黎智英一
夥鳴冤叫屈。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沒有超越
法律的所謂 「權力」 ，警方依法拘捕黎
智英等人完全與 「新聞自由」 無關。

「第四權力」不能凌駕法律之上
在香港，黎智英是個不敢得罪的人

物，《蘋果日報》是不敢碰的媒體。因

為稍有不慎，他們就會給你扣上 「侵犯
新聞自由」 的帽子。似乎掌握了新聞媒
體、擁有了 「第四權力」 就法力無邊了
。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所謂 「第四權力」 ，是允許民眾通
過新聞媒體表達意見的權力。問題的關
鍵是：某些新聞媒體忠實地代表民眾發
聲了嗎？他們發出的聲音是否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內？以此衡量，黎智英操縱的
《蘋果日報》早已將 「第四權力」 凌駕
於法律之上。

其一，煽動分裂國家。香港基本法
第一條訂明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一部分」 。從法律上明確了香
港的 「身份」 定位。 「港獨」 沒有任何
生存的空間， 「港獨」 言論不可以公開
傳播。但黎智英操控的《蘋果日報》卻
以所謂 「言論自由」 的名義，力挺港大
學生會刊物《學苑》的 「港獨」 言論；
以所謂 「民主」 的理由，力挺 「梁游宣
誓事件」 中兩名主角的違憲違法誓言；
還為 「香港民族黨」 等 「港獨」 組織搖
旗吶喊，赤裸裸地煽動分裂國家。

其二，煽動並美化暴力。去年 「修
例風波」 中，有多少青年學生被當成 「
炮灰」 ！有多少無辜市民被打得血流披
面！有多少火光沖天、磚頭亂飛的場景
令人震驚！有多少市民為香港的沉淪心
碎流淚！《蘋果日報》不僅沒有客觀報

道，而且還邀請戴耀廷、梁家傑等人撰
文或訪談，大談 「暴力有時也是解決問
題的方式」 ，為違法暴力行為 「塗脂抹
粉」 ，大肆宣揚早已被法庭判了 「死刑
」 的 「違法達義」 邪說，煽動年輕人上
街施暴。這難道是忠實地代表民眾發聲
嗎？媒體難道有權鼓勵犯罪嗎？

《蘋果日報》濫用 「第四權力」 ，
將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已經到了無法
無天的地步。對此，黎智英及其同夥必
須負法律責任！

黎智英的惡行人盡皆知
當反對派陣營為黎智英叫屈時，黎

智英早已將自己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
之事 「昭告天下」 。

有媒體報道，2014年的非法 「佔中
」 前後，黎智英的助手美國人Mark
Simon，向香港反對派人士提供 「捐款
」 ，這些款項用於非法 「佔中」 。

去年七月初，特區政府停止 「修例
」 ，在 「無例可反」 的尷尬時刻，黎智
英到美國 「參見主子」 ，並公開宣稱，
香港的遊行是 「為美國而戰」 ；他回港

後，示威遊行在香港遍地開花，遊行的
藉口名目繁多、牽強附會，目標卻很明
確：把香港搞亂！而美國政客也作出回
應，稱香港暴亂是 「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 。

到了去年八月份，幾乎每一場示威
遊行都演變為暴亂，警方不再發出 「不
反對通知書」 。但黎智英不理會，他和
一眾反對派幹將親自上街，參與未經警
方批准的非法集會，為暴徒鼓勁打氣。
這是公然挑戰法律權威，法庭以 「涉嫌
非法聚集罪」 傳喚黎智英多次。

今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
後，黎智英仍通過各種途徑呼籲美國干
涉香港事務。相信警方已經掌握線索，
沒有充足的證據理據不會貿然行動。

「拘黎」並非容不下多元聲音
反對派稱，拘捕黎智英反映出香港

容不下傳媒自由與多元聲音。這純屬無
稽之談！什麼 「自由」 ？自由是有邊界
的，界限就是法律的底線。什麼是 「多
元」 ？多元是有原則的，原則就是不能
賣國賣港、充當 「漢奸」 。黎智英及其
控制的《蘋果日報》早就越過了界限、
觸犯了原則。拘捕黎智英等十人，並非
容不下多元聲音，而是正義之舉。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在 「一國兩
制」 下，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

民主權利和極為廣泛的自由。但 「一國
兩制」 的底線不容觸碰，法治不容挑戰
。對於那些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反中亂
港分子，必須運用香港國家安全法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予以嚴懲。

香港有沒有言論、集會自由？每一
位市民都心中有數。回歸23年以來，香
港每年的遊行示威活動都有幾十場，對
於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訴求的示威
遊行活動，香港警方從未阻攔。

香港有沒有新聞自由？香港的媒體
人心中有數。只要不涉及鼓吹 「港獨」
、不分裂國家、不衝擊國家安全、不涉
及宣揚暴力違法，媒體的自由與多元聲
音何時被打壓過？

反對派的 「叫屈」 純屬 「政治表演
」 ，任何一個有基本認知能力的人都能
看穿！

黎智英參與策劃、組織、發動一系
列非法抗爭活動，利用其所辦媒體製造
和傳播謠言、煽動和支持暴力，並為反
中亂港分子和 「港獨」 勢力提供資金支
持。拘捕黎智英，香港的空氣會更乾淨
，港人的呼吸會更順暢！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民建聯要求政府加快推出有時限就業
職位，左起聶德權、鄭泳舜

工聯會盼及早推健康碼助恢復經濟
【大公報訊】工聯會昨日與民政事

務局局長徐英偉會面，呼籲特區政府為
高危行業的從業員進行周期性檢測，及
早落實全民檢測並推行健康碼，盡快推
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以紓
解民困。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立法
會議員麥美娟、郭偉强、陸頌
雄以及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昨
日與徐英偉會面。工聯會認為
，政府需為高危行業的從業員
展開周期性檢測，這樣做既能
保障員工在安全環境下工作，
又能令市民安心，亦有助於本
地經濟活動恢復正常。

工聯會指出，全民檢測工程浩大，
單是派發檢測包已涉及數百萬份，順利
推行全民檢測離不開全港社會各界的支
持和協助，希望管理公司、業主法團、

大型機構、民間團體等，能夠一同發揮
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精神。政府亦可
考慮在全港各區設立 「綜合抗疫檢測中
心」，盡快找出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

工聯會表示，推行健康碼
有助於本地經濟活動有序恢復
，希望政府為推行健康碼做好
準備，推行健康碼亦有利各項
跨境活動盡快回復正常。

工聯會希望政府即時發放
失業現金津貼及停工津貼，並
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支
援自僱或小本形式經營的行業
從業員，如美容、體、藝培訓等
行業。

▲工聯會就推行全民檢測向政府提出建議，左起郭偉强、麥
美娟、吳秋北、徐英偉、鄧家彪、陸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