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份施政報告 主力治安經濟衞生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即將在今年10月公
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當中，不會再有很多
需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措施，但會檢視如
何加強香港治安、經濟及公共衞生的防備
。她承諾今後會以更謙卑的態度聆聽社會
意見，為香港未來繼續打拚。

林鄭月娥將於10月14日在立法會發
表其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她表示，自8
月24日開始會舉行一系列以視像會議形式
進行的主題諮詢會。

她又表示，因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的
主題諮詢會將壓縮至大約12至13場，歡
迎香港市民以各式各樣途徑轉達意見，她

會親自看所有公眾的意見。

新措施動用公共財政不多
林鄭月娥指出，雖然暫時不能透露新

一份施政報告內容，但唯一可以說的是香
港公共財政出現了非常嚴峻的情況，所以
要提前管理公眾期望，即新一份施政報告
將不會再有很多需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措
施。

林鄭月娥表示，上任三年以來，已大
量投資在教育、福利、長者退休及醫療。
經過 「修例風波」 和新冠肺炎疫情，以
及受到很多外來衝擊，現在是時候檢視
如何能夠加強香港治安、經濟及公共衞

生的防備，讓香港更有能力應對日後出
現的挑戰。

撐律政司介入許智峯提控
此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早前

提出兩宗私人刑事檢控，律政司日前要求
介入和撤控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
的兩宗私人刑事檢控，被反對派稱為 「政
治干預」 。

林鄭月娥表示，檢控是律政司的工作
，質疑律政司作 「政治干預」 並不應該，
亦是完全不公平及不恰當的做法， 「因為
當你作這樣的指控時，你就等於質疑香港
司法制度，亦是不尊重的做法」 。

火眼實驗室調試完成
最高日檢50萬樣本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凱
雷報道：特區政府將在九月一日開
展為期兩周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為配合此次計劃，華昇診斷中心與
食物與衞生局、創新及科技局、康
文署、機電工程署等政府部門多方
配合下，於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內
設立了16個火眼氣膜實驗室。目前
，實驗室設備已完成調試，隨時可
以開始執行檢測任務。

華昇：不會收集市民資料
華昇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當前

實驗室設備已完成調試，並獲得衞
生署的EQAP證書，隨時可開始執
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檢測工作。

據介紹，火眼實驗室每天可檢測10
萬單管。若採用 「五混一」 的混檢
方式，檢測能力最高可提高至50萬
份。不過，要達成這個目標，需要
600名檢測人員每天三班輪流工作。

特區政府和絕大多數團體與市
民對內地援助香港抗疫表示歡迎與
感謝。但仍有部分 「攬炒派」 炒作
「將港人基因送往內地」 等謠言，
火眼實驗室從籌建伊始就備受騷擾
。華昇強調將全力保證檢測過程的
標準化和專業度，為全港市民提供
優質的檢測服務。市民的個人DNA
和資料均不會被收集，非陽性樣本
會及時銷毀，初步陽性樣本將送至
衞生防護中心實驗室進行驗證。

四十年輝煌歷程 新時代還看深圳
今天，是深圳經濟特區創立四十周年的大喜

日子，一河之隔的香港人對此別有一番滋味在心
頭，有高興，有祝福，有失落感，更有展望。在
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香港與深圳都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各自精彩；未來，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最閃亮的 「雙子星」 ，又將各
以什麼樣的風采展現在人們面前？

設立經濟特區，是中國為推動改革開放而作
出的重大決策，深圳以輝煌的發展成就證明了自
己無愧於這個歷史選擇。如今的深圳，是舉世矚
目的創科中心、智慧之城、 「中國硅谷」 ，經濟
產值超過新加坡及香港，國際傳媒評價深圳時都
不吝讚美之詞。近來，由於美國瘋狂打壓華為，
中興、騰訊等大企業亦被美國 「制裁」 ，中美科
技之爭被笑話為美國與深圳市之爭，更令深圳成
為舉世關注的焦點。

四十年間，深圳由南國邊陲小漁村拔地而起
，秘密在於摸着石頭過河、大膽探索、突破禁區
、勇往直前，以創造多個 「中國第一」 而載入史
冊。內地的第一次股份制改革、第一次土地拍賣
、第一次住房改革、第一次行政審批改革、第一
次鄉村直選、第一屆高交會等等，全部發生在深
圳，而內地第一個股票交易所就是深交所。

深圳變化之大令人目眩，效率之高令人驚嘆
。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當年掛在
蛇口的標語，至今令人津津樂道。深圳的建設速
度尤其快，樓高五十多層的羅湖區國貿中心是當
年內地第一高樓，以五天建一層的速度震驚世界
，創造出 「深圳速度」 ，成為深圳發展一日千里
的代名詞。

沒有什麼地方比香港更能體會深圳的巨變了
，短短的羅湖橋就是歷史滄桑的見證。以前香港
人北上觀光或接濟親友，提着大包小包在羅湖關
前大排長龍的景象，是兩地生活水平天差地別的
象徵。深圳成立特區初期，兩地居民的收入差距
依然很大，加上港元比人民幣值錢，香港打工仔
到深圳消費，都有 「大款」 的感覺；羅湖區的乞
丐及小偷相當多，不少港人有被偷、被劫、被圍
困的不愉快經歷，亦因此過了羅湖橋，大家都自
動地將背包掛到胸前……

斗換星移，這些都已經是陳年舊跡、飯後談
資了。今日深圳與香港都是摩天高樓林立，一樣
的富麗堂皇，在不少方面深圳已經後來居上。當
年，深圳經濟產值不足香港的零頭，到了前年，
深圳經濟產值已經昂然超過香港；當年，深圳拜
香港為師，學習香港經驗，現在的深圳早已闖出

自己的路。當香港企業仍以幾大地產商稱雄，數
十年不變時，深圳幾經轉型，已由低端製造升級
為高端研發製造，領風騷的全部是科技公司。雖
然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覺得 「一國兩制」 是最適合
香港的制度， 「馬照跑、舞照跳」 是最好的生活
方式，但愈來愈多人認為，深圳的生活其實一點
都不比香港差，甚至比香港更寫意，在深圳工作
及安家的香港人日趨增多。

近年來，不少香港人忽然 「發達」 ，其中不
少是當年冒着生命危險從深圳偷渡到香港的，如
今則因為老家的祖屋被拆遷發展，獲得一大筆賠
償，即時成為億萬富翁，類似故事屢屢成為香港
坊間的熱門話題，讓人感嘆 「三十年河東，三十
年河西」 。

在疫情肆虐全球的當下，深圳在抗疫方面的
表現同樣叫人刮目相看。深圳一早控制疫情，感
染及死亡人數遠比香港少。早前深圳出現輸入個
案，數十小時內，深圳疾控部門就找出所有密切
接觸者，切斷疫情傳播鏈，反觀香港爆發第三波
疫情已五十多天，至今沒完沒了。不比不知道，
一比嚇一跳，深圳抗疫經驗成為世衞組織專家推
介的經典案例，絕對是其來有自。

香港與深圳的故事，其實是中國百年變遷的

縮影。香港在上個世紀大放異彩，成為璀璨奪目
的 「東方之珠」 ，而深圳作為內地改革開放的領
頭羊，成為新世紀的中國傳奇。中國的變革，被
視為世界蓬勃發展的動力，深圳就是觀察這個偉
大變革的一面鏡子、一把標尺。深圳的成功，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讀懂深圳崛起這
本深奧的書，就等於打開了認識現代化中國的大
門。

深圳的四十年無疑是輝煌耀眼的，值得大書
特書。但深圳並沒有停下匆匆前進的腳步。四十
周年慶典是一次總結，更是一個起點，在新的時
代，深圳胸懷天下，擔負起新的使命。國務院副
總理劉鶴在慶祝特區成立四十年的賀詞中，提出
要將深圳發展為創新資本中心及世界一流交易所
。中央對深圳寄予厚望，深圳也必將不辱使命，
作出新的貢獻。

香港與深圳唇齒相依，是好鄰居，也在暗中
比拼；深圳的新使命對香港是機會，也是挑戰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在過去的歲月裏
浪費了不少機會，令人嗟嘆，必須盡快走出政
治攬炒的泥沼，專心一致謀發展，一心一意搞
建設，否則香港將會失去競爭力，這顯然不是杞
人憂天。

社 評

所謂專家抹黑普檢 特首斥政治計算
調計劃百分百屬自願 及早識別隱形患者

特區政府將於9月
1日展開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該計劃開展工作順利，但社會上
有人為了 「政治計算」 ，抹黑這個計
劃及中央，破壞中央和特區關係。她
重申，計劃 「百分百」 屬自願性質，
目標是 「願檢盡檢」 ，呼籲市民積極
參與計劃，及早識別隱形患者，早
日恢復經濟和日常生活。

大公報記者 文軒

全 民 戰 疫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
，談到將於9月1日展開的 「普檢」 計劃。
她表示，相關司局長每天呼籲並進行籌備
工作，開展工作順利，希望市民為了自身
安全、為了照顧身邊人、為了幫助香港盡
快找出其他隱性患者，進而更有信心走出
疫境，積極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

圖破壞中央與特區關係
被問到市民的檢測需求意願，林鄭月

娥批評所謂專家、醫生及相關反對人士，
自計劃推出以來不斷抹黑、不斷找藉口阻
止市民參加計劃。 「為何他們要有這樣心
腸，去阻止香港市民參與這個計劃？」 她
認為，這些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政治

計算」 ，找事情抹黑中央，破壞中
央和特區關係。

林鄭月娥重申，計劃 「百分百」
屬自願性質，目標是 「願檢盡檢」 。如果
市民不願意參與，無人會逼迫他們接受檢
測，也不會為計劃設下任何條件。但她提
醒，特區政府目前仍然採取自一月疫情以
來最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這是由於繼續
發現確診病例及小型爆發，反映社區還有
隱性患者和傳播風險。早前，政府完成了
較高風險群組的39萬多個檢測，發現80
例確診病例，比率約為0.02%，即一萬人
中能找到兩名患者。 「有人可以認為成效
不彰，但有人說連這些都找出來就更安心
。」 她再三呼籲市民積極參與計劃，讓政
府更清楚掌握社區的病毒傳播風險，及早
識別隱性患者，早隔離、早治療，讓大家
更安心，早日恢復經濟和日常生活。

林鄭月娥提到，醫管局每天在22間
普通科門診診所派發110個樣本收集包及
收集樣本，均吸引許多市民排隊；醫管局

已決定有關服務安排延長三個月。而隨着
確診病例下降，市民接受檢測意欲略微降
低；所以現在需要鼓勵他們聽清楚政府的
信息，不要擔心，積極參與計劃。

5000醫護報名參與普檢
林鄭月娥說，讓市民更掌握檢測過程

及明白個人私隱得到百分百保障，責任在
於政府；所以25日下午就會開始進行 「排
山倒海」 的公眾宣傳，包括電視及報章廣
告，讓計劃有更多曝光機會。

另外，對於有人質疑，特區政府一方
面決定把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
一年，另一方面展開大規模的 「普檢計劃
」 ，林鄭月娥表示，把兩者作對比並不合
適。檢測計劃最長持續兩周，並設線上預
約系統，相信採樣站外不會出現大量人群
聚集或排起長隊。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
醫療界別反應正面，現時已有超過5000
位醫療人員報名參與普檢計劃。發言人感
謝醫護界對計劃的支持。

◀市民積
極參與普
及社區檢
測計劃，才能及
早識別隱性患者
。圖為上月市民
到指定診所領取
樣本瓶檢測

要聞 責任編輯：陳 杰 鄭小萍A3 2020年8月26日 星期三

反對派藉普檢玩政治
政府下周推行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批評，某些人不

斷抹黑、找藉口阻止市民參與普檢
計劃，這些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政治計算，找一件事來抹黑中央，
破壞香港和中央關係。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亂港
派、攬炒派和 「港獨」 分子不敢明
目張膽地宣揚 「港獨」 、 「攬炒」
，但他們反中亂港之心沒有改變。
他們調整策略，集中火力，不惜一
切製造社會矛盾，特別是製造市民
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以及香港與內

地之間的矛盾，藉此軟銷 「港獨」
，實現其政治目的。

香港人正在適應疫情生活新常
態、疫後生活新常態，亦面對政治
上的 「港獨」 及反中亂港新情況。

大張旗鼓宣揚分離主義及 「港
獨」 的訊息雖然逐漸消失，但某些
人不斷反對及拖延政府施政、破壞
政府與內地合作、製造香港與內地
之間矛盾，目的是在社會上形成香
港與內地之間缺乏互信的社會氛圍
，在老百姓心中營造分離意識，讓
「港獨」 意識植根社會。

面對維護國安新情況，絕不能
掉以輕心！

透視鏡

蔡樹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左
二）昨日到訪位於港灣道體育館
的樣本採集中心，了解為外傭而
設的免費毒病檢測服務的樣本採
集程序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