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圍封強制檢測是迫不得已的措
施，市民及傳媒應該多一點包容
體諒，少一點批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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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日多次封區強制
居民檢測，其中佐敦有超過7000
人 完 成 檢 測 ， 確 診 比 率 達
0.17%，較去年的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的0.004%高出很多。若按全
港750萬人口推算，隱形患者可
能高達逾萬人。

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或其他
的病毒危機，醫療系統可以說是
第一道防線，必須確保能夠有效
地應對衝擊並持續提供醫療保
障。而如果該系統不夠完善，不
僅會加大健康風險，甚至會輻射
擴散導致社會風險。面對這次前
所未有的衝擊，各國政府都出台
各種醫療政策，為企業和市民提
供援助。

顯而易見，內地在控制新冠
疫情上表現特別出色，相信其中
重要的一環是內地醫療系統的健
全和完善。在中央政府的統籌指
揮下，各地醫療系統和完善的控
制鏈有效地防控了新冠疫情。而
反思香港久未 「清零」 的現狀，
也折射出了醫療體系長期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和漏洞，比如政府對
衞生醫療事業的主導不足，相關
部門職能和政策界限模糊等，應
汲取過去一年抗疫的教訓，對醫

療體系進行強化調整，以提升應
對疫情危機的能力。

首先加強病毒監測系統，提
高防控疫情的靈敏度。從內地防
疫的成功經驗來看，要預防或遏
制疫情，需要結合疫情防控工作
實時狀況，定期收集並分析公共
和私人醫療衞生機構、藥品登記
等綜合信息，才有助於減少排查
出錯及漏排，提升公眾衞生環境
的安全度，降低疫情防控醫療人
員的工作壓力，進而提高防控疫
情排查、檢測工作的成效。

因此，特區政府要繼續加強
疫情數據的採集、智能排查和空
間分析，做好疫情重點群組及區
域管理，以達至 「外防輸入、內
防反彈」 的防控目標。

另外，從目前看，成功控制
疫情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共同
的特徵，就是對疫情能迅速地做
出反應。除此之外還必須組建能
及時作出反應的衞生體系團隊、
專門負責物資供應的團隊等，並
可以學習內地醫療系統的經驗，
對負責快速檢測、治療和追蹤密
切接觸者的崗位開展再培訓，這
些方方面面結合起來才能在疫情
發生時緊急做出迅速反應。

其次共享醫療衞生資源，提
升醫療衞生服務能力。香港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分子，可以引
進區內其他城市的資源。比如深
圳具有優質醫療配套設施和人才
隊伍，如香港與深圳在醫療衞生
資源方面能相互共享、輸出和輻
射，相信能提升兩地醫療衞生服
務能力。

同時，在教育方面可發揮香
港醫學院校教學及科研能力的優
勢，帶動大灣區醫學水平的提
升，此外也可以適當考慮下引進
緊缺醫療人才，增強醫學專業、
醫院的人才吸引力，放大人才集
聚效應，全面提升重大疾病的預
防救治能力。

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不
僅是社會和道義的需要，也是經
濟可持續的長期發展的必備元
素，政府應長遠考慮香港醫療體
系將來發展的目標定位、方向準
則、價值取向、醫療機構和醫護
人員的綜合素質提升等一系列問
題，綜合運用必要的行政、管理
等職能，強化對醫療體系、衞生
公共事業的調控，為市民提供安
全、有效的醫療衞生服務，造福
社會。

近日有機構發布有關貧富差距的相關研
究，顯示富人在財富管理上短短9個月便能夠
填補在疫情中的損失，然而基層則需要超過
20年的時間才能回復在疫前水平。這個數十
倍的差距不能忽視，若政府不妥善管理好市
民對財富變化的期望，將會影響到市民對政
府的信任程度，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

特區政府就貧窮問題成立扶貧委員會，
檢視現行政策和探討新措施，以達至防貧及
扶貧的目的，促進社會向上流動及為有特別
需要的群組提供支援，並就扶貧議題進行研
究及專題分析，以協助制定相關政策及措
施。委員會最為人熟悉的一項工作是監督關
愛基金運作，進行補漏拾遺，以應對貧窮問
題。

在經歷12個月的抗疫，對本港經濟帶來
前所未有的衝擊，飲食、航空、旅遊業更是
重災區，從業員失業、轉行的例子多不勝
數。特區政府接納專家意見，制定 「限聚
令」 、禁止晚市堂食、關閉部分場所等防疫
措施，社會大眾是理解的。

然而，因抗疫措施衍生的經濟問題，則
需要政府及時和積極回應社會訴求，在恆常
的政策機制未能彈性處理時，應該善用關愛
基金的能動性讓市民在經濟寒冬下尚能過一
個溫暖的農曆新年。

筆者認為，現在的社會問題關鍵並不在
於什麼時候 「派錢」 和金額，而是在於什麼
時候可以回復依靠自身努力來賺錢。香港市
民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是代表市民即使
面對逆境挫折，仍會掙扎求存、自力更生，
絕不會貪圖不勞而獲。

特區政府未來數個月將會展開疫苗接種
計劃，政府亦要同時規劃好扶助企業復甦的
政策，因為這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根本。筆
者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眼見不少家庭經濟支
柱失業或遭到減薪，不少家庭主婦為了家庭
收入而積極投入清潔行業，以賺取收入來繳
交劏房租金和基本生活開支；更有專業運動
教練因疫情未能開班，現已轉行做辦公室清
潔工作，目的也只是為了生計。這些故事的
主角也不是只希望領取政府和慈善機構的接
濟，他們需要的是用自己雙手來謀生。

政府是一部龐大的機器，運作成熟的系
統既穩定，又能因應社會發展需求而調節。
在抗疫的一年間，筆者有感政府是在努力應
對疫情，把疫情對香港的影響降到最低，故
希望市民在未來政府的有限度封區的工作上
予以包容和配合，目標及早 「清零」 ，使香
港可以恢復正常軌道。同時，也期望政府可
以及早規劃扶助企業的項目和計劃，以發展
經濟來解決貧窮問題。

香港抗疫一周年，新冠病毒
確診個案繼續徘徊高位，累計確
診個案亦 「破萬」 ，由於疫情反
覆，特區政府早前引用《預防及
控制疾病規例》，強制指定區域
內的居民接受病毒檢測。

今次是政府首次以 「受限區
域」 形式作強制檢測範圍，籌備
過程緊迫，要在極短時間內調動
數千人手，協調多個部門的參
與，包括民政事務總署、衞生
署、社會福利署、警務處等等，
各部門齊心協力，盡最大努力徹
底斷絕區內傳播鏈。

筆者在媒體上看到公務員同
事靈活走位、互相配搭，務求盡
力做好，減低強制檢測對 「受限
區域」 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包
括來自消防處人員，由於熟悉紀
律部隊的運作，負責 「協調民政
及紀律部隊之間的協作」 ，為大
家提供後勤支援，搭建好溝通的
橋樑；亦有來自不同紀律部隊人
員上樓逐家逐戶拍門，協助居民
落街到檢測中心進行病毒檢測及

為受影響居民分發食品物資包；
有少數族裔的公務員負責接聽少
數族裔的求助熱線……務求紓解
「受限區域」 的居民在 「封區」

帶來的不便以及心中的焦慮與不
安。

筆者較早前的文章也提及現
今病毒肆虐全球，各國相繼封城
自保，為抗疫而約束個人權利，
已然成為國際標準。七百萬香港
市民必須嚴格遵守限聚令及家居
隔離措施，短暫放棄一些個人自
由是必須的，也要全力配合政府
的檢測措施，達到小區 「清
零」 、香港 「清零」 的目標。有
些傳媒機構卻在這個時候嘩眾取
寵、雞蛋裏挑骨頭，質疑當局安
排不足，沒有提供罐頭刀及煮食
工具，令到受影響區內人士要捱
餓，病弱老人得不到醫藥提供等
等……

眾所周知，圍封強制檢測是
迫不得已的措施，也要動員大量
公務員參與，香港市民及大眾傳
媒是否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包

容體諒，少一份批評、多一份讚
賞？政府已經果斷圍封小區，強
制居民檢測，務求本港盡快達到
「清零」 目標，早日恢復正常通
關，復甦經濟，改善民生。自私
的心態只會令疫情繼續、沒有職
業操守的傳媒只會令香港跌入深
淵。

這場天災，是一個大浪淘沙
的過程，對所有人的身體、認
知、人性、良知、勇氣、思想和
價值觀來一場赤裸裸的篩選，盼
望香港傳媒及市民認真在這個疫
情檢視一下自己所有的免疫力
吧！

有香港資深媒體人早前投書台灣媒體，
呼籲香港行政長官要考慮 「特赦」 在 「修例
風波」 中的被捕人士，認為這不但能 「節省
法律程序」 更可以撫平社會撕裂的傷痕，更
有助香港社會 「大和解」 並重新出發。提出
這種似是而非的歪理若非立心不良，便是人
云亦云，對事件缺乏深入思考。

無可否認， 「修例風波」 確實在各方面
都重創香港社會，不過，特赦真的可協助我
們 「贏返香港」 ？該名媒體人認為考慮特赦
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警方在黑暴後拘捕逾萬
人，至今只審結30宗個案件，法庭審訊程序
漫長，佔用大量司法資源，可能影響其他司
法案件。如果特赦是解決積壓案件、司法程
序漫長的理由，那大概所有涉及嚴重複雜罪
案的人都會佔據大量司法資源，難道這又是
特赦的理由？法庭是釐清事實，權衡對錯的
地方，司法成本絕非首要考慮的因素。

誠然，基本法第48條列明，行政長官有
行使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刑罰的職權，但特
赦是否適用於 「修例風波」 的被捕人士，才
是需要更深入討論。

該名媒體人顯然知道強辯的理據基礎薄
弱，於是說明 「若涉及暴力，當然無特赦可
言」 ，但若只涉輕微罪行便應考慮特赦，試
問若無法庭的細緻權衡，誰可決定有關被告
的罪行到底輕微與否？香港是一個法治社
會，違法者須負起法律責任，但為強辯 「特

赦有理」 而發表出 「這種處罰並非一定要窮
究到最後一個毛孔才可以罷休」 的高論，若
不在法庭釐清真相，若不依法嚴懲違法者，
司法體系存在的社會意義何在？若該被告只
犯輕微罪行又或者根本沒有犯罪，其實走出
法庭或者承擔輕微法律責任後便已自由，又
何須特赦？

反覆拜讀該篇文章，筆者猜想他支持特
赦的原因大概在於為攬炒派說項，因為曾大
力鼓吹、煽動黑暴的攬炒派，在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不可能再將暴力美化為 「違法達
義」 ，若不調整自身的政治路線，走向消亡
便是命運。該媒體人指出，由於攬炒派在社
會上也有支持者，若不特赦被捕的 「示威
者」 便無法讓攬炒派支持者釋懷，而攬炒派
也將繼續鼓吹對抗政府，社會撕裂將無法彌
補。

修復香港社會撕裂確實重要，但罔顧司
法獨立，出於政治動機來實行特赦，刻意討
好某一種政治立場，這無疑告訴社會一種歪
理： 「人多聲大就有理」 。這種呼籲政治凌
駕司法的作法，無異於飲鴆止渴。香港社會
的撕裂不在於香港人的互相仇視，而在於不
同人對香港未來的構想與遠景不一樣，這需
要雙方開誠布公的溝通與互動，不斷消除誤
解與歧見，不斷累積互信與共識，才可以彌
合撕裂，重修於好。而非要求一方罔顧事
實，無條件向另一方妥協。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大疫當前須強化香港醫療體系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扶助企業復甦是最好的扶貧方法
香港菁英會主席 曾鳳珠

傳媒要有基本操守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就是敢言副主席 吳志隆

妄言特赦無助修復社會創傷

香港工業4.0進度緩慢需提速

香港工業總會在1月26日發布《香
港製造：香港工業啟新章》中期研究報
告，以了解港資製造企業的發展現況，
以及對挑戰的應對策略。報告提及不少
原本專注於生產工序的廠商都開始將業
務延伸至生產性服務，有意加強科技研
發（57%）、產品設計（59%）和建
立品牌（47%）的廠商比例大增。報
告指出，港資廠商多數處於工業2.0至
3.0之間的生產階段，即傳統與自動化
混合生產，只有13%是自動化及工業

互聯網的智能化工業（即工業4.0階
段）。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日前印發《工
業 互 聯 網 創 新 發 展 行 動 計 劃
（2021-2023年）》。當中包括11個
重點任務、44項行動內容和12項保障
措施，各項均列明時間節點和責任部
門。

事實上，在結合了互聯網的工業生
產中會產生不少工業大數據，包括機械
的運作效能、速度、氣壓、溫度、能源

消耗、產品在生產線的位置、進度等
等。工業大數據能夠提升工廠的效能、
效率和成本效益。

應用了物理模型、感測器更新、運
行歷史等數據，在虛擬空間中完成映
射，從而反映相對應的實體的過程稱為
「數字孿生」 （Digital Twin）。虛實

結合的 「數字孿生」 能把數據映射，把
數據進行歸類聚集，從而達到視覺化，
以具體的場景應用為手段，實現行業的
智慧化，做到工業上的智慧製造及智慧
應用，增加企業在生產敏捷、高效的能
力，同時間也能在工業過程中創造新的
價值。

工業大數據是轉型基礎
就以船舶行業 「數字孿生」 的形成

為例，工業互聯網能隨着船舶行業的發
展和工業互聯網的發展進程同步起來。
做到以行業帶動產業，產業帶動配套，
技術為驅動力。正如，新加坡當年航運
實體經濟帶動經濟發展的經驗一樣，今

天國家可以藉着工業互聯網為創新驅動
手段，去實現新一輪的工業發展，同時
又能帶動城市群的經濟，構建起新的產
業生態。

我認為工業大數據，是工業自動化
及製造業升級轉型的重要基礎，無論港

商的策略是加強科技研發和應用科技作
管理（ 「硬創新」 ），還是較傾向產品
設計和品牌建立的（ 「軟創新」 ），在
國家工業互聯網堅實發展的今天，香港
的製造業宜多留意《行動計劃》對工業
所帶來的發展紅利。

特區政府為推動香港再工業化，去年七月推出 「再工業化資
助計劃」 ，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線。但有調查發現，
大部分本地廠商仍處於傳統與自動化混合階段，只有約一成廠商
已進入工業4.0階段。中央早前印發《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
計劃（2021-2023年）》，鼓勵工業生產結合互聯網、大數據，
令工業活動可創造新的價值。在國家工業互聯網堅實發展的今天，
香港製造業宜多留意《行動計劃》對工業所帶來的發展紅利。

全國人大代表、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 洪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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