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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評論多聽內地專家意見 從速推進全民檢測

國家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
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率領的內地專
家團日前來港支援抗疫，隨即與特區政府
和醫管局高層交流，並到衞生防護中心和
醫管局等前線部門了解更多抗疫資料和數
據。據與會者向傳媒透露，內地專家十分
務實，交流會上主要是聽香港人員介紹，
但梁萬年的幾個提問，則點中了香港抗疫
的關鍵點，包括抗疫部門的信息貫通是否
暢順、治理確診病人時是否有效分級並移
動、醫管局預案是否足夠應付疫情頂峰，
以及公私營協作下私營醫療有否運用充足
等。

梁萬年等內地專家組是名副其實應對
新冠疫情的專家，有豐富的抗疫實戰經驗，

他在會上提出的幾個問題，正點出了香港
疫情的癥結。內地專家提出的意見，特區
政府應該重視。

抗疫形勢已極為危急
在抗疫之上，沒有所謂中西醫療之分，

只要能夠最大程度保障市民、最大程度治
病救人，就是最適切的策略。內地專家組
在香港疫情嚴峻之時來港，體現中央對特
區的支持，香港不單要用好內地的援港物
資，更應用好內地專家的建言獻策，特別
是內地專家一向強調的快速發現、快速處
置、精準管控和有效救治，是香港控制疫
情的重中之重，而全民檢測正是最重要的
手段，必須及早推行，沒有理由要等到高
峰期後再做。

第五波疫情單日確診已經超過5萬宗，
實際的確診數字可能更加驚人。香港的抗
疫形勢已經到了極為危急的處境，需要採
取更有力、更全面的措施遏止疫情。在

疫情爆發後，中央隨即全力支援香港，
不但為香港提供源源不絕的防疫物資，
派出大批醫療隊、檢測人員來港支援，
想方設法保障香港的日用品供應，更派出
內地的專家組來港，為特區抗疫提供專業
意見。

在抗疫問題上，專家組有兩點意見值
得各界重視：一是雖然香港當前疫情嚴峻，
但絕不能放棄 「動態清零」 ，快速阻斷、
精準防控始終是當前急務。梁萬年在接受
央視訪問時就指出， 「動態清零」 並不是
追求零感染，關鍵在於感染後的快速發現
和阻斷，使病毒不能繼續傳播下去。這也
是最能保障廣大市民安全的做法，疫情愈
危急， 「動態清零」 精準防控，主動抗疫
愈需要堅持，這是對市民健康負責任的做
法。

二是及早排查是關鍵，全民檢測必須
及早進行，同時應加入禁足。有份參與中
央援港 「工作專班」 的國家衞健委醫政醫

管局副局長李大川就指出，如全民檢測期
間採取禁足、將人員流動減到最低， 「顯
然是對全員檢測效果是最理想、也是最好
的。」 據傳媒報道，特區政府的全民檢測
可能安排在3月下旬至4月才進行，當中有
兩個原因：一是有政府專家認為進行全民
檢測的最好時機是疫情爆發的初期和後期，
如果在疫情高峰期間進行作用不大，反而
浪費資源。二是預期全民檢測將發現數以
十萬計的確診者，如果發現後不能提供足
夠的隔離設施，變相要他們居家隔離，風
險一樣大，但要準備大量的隔離地方需要
時間，所以全民檢測難以盡快推行。

排除困難以快打慢
這些顧慮不是沒有道理，但技術問題

可以從技術層面解決，資源問題更加不應
是考慮的重點，真正的重點是如何更好地
保障市民，如何最快地遏止疫情。參考內
地專家組的意見，當前首要還是要做好排

查，盡快將所
有感染者找出
來。至於隔離
設施的問題，
特區政府可以
借用學校、社
區會堂以及廢置工廈等迅速進行改建，並
且可請求內地的建設團隊來港參與興建，
要在短期內建設足夠隔離設施並非難題。

抗疫必須以快打慢，全民檢測再拖下
去，不但會造成更大量市民的感染，更會
打擊社會各界抗疫的信心和士氣。而且，
全民檢測理應配合限制舉措，在檢測期間
不能出外或最大程度限制出外，以免出現
一邊檢測一邊傳染的問題，從而遏止疫情
擴散。內地專家提出的意見，值得特區政
府重視。抗疫需要集思廣益，更應大局為
重，以市民安危為重，共同遏止疫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支持北部都會區建設

更好對接大灣區發展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

疫。短短數日，已有三批
近兩千人的內地專家和醫
護人員來港支援檢測並指

導抗疫工作，各類抗疫物資迅速集結運抵香港。3月2日內
地援港物資鐵路貨運首班列車開通，有9個貨卡承載着約
5噸中央援港抗疫物資，包括40萬盒中成藥 「連花清瘟膠
囊」 、2萬件保護衣及110萬份快速檢測套裝，45分鐘即到
達港鐵羅湖編組站。

而在3月1日，由中央援建的首個社區隔離設施青衣 「方
艙醫院」 ，也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理營運，可容納約3900
個隔離床位，當天下午即接收首批無病徵或輕症新冠病毒
患者。其餘7間內地援建的 「方艙醫院」 也正在密鑼緊鼓
建設。

至今，內地支援的各種醫療物資總計有快速抗原測試
包1800多萬個、夾指式脈搏血氧儀約32萬部、超過3180
萬個N95和KN95口罩、約35萬盒抗疫中成藥等等。

香港之所需，立刻成為國家之所急！香港市民親眼見
證並切身體會到了什麼叫 「中國速度」 「中國效率」 。青
衣 「方艙醫院」 從動工到使用，只用了短短7天！這背後，
是中央的有力指揮，是國家有關方面的統籌協調，是國企

2000名工友日以繼夜的辛勞。而大量供港物資調配過境運
輸，也是極其高速高效。

據悉，在中央統一指揮下，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專班共
涉及國家衞健委、工信部、香港中聯辦、廣東省等10個部
門，設立多個工作組。專班自成立以來，已緊急召開多次
調度會。

反思香港，不得不說，疫情肆虐已經整整兩年，第五
波疫情也已爆發整整兩個月，如果當局早點謀劃快速行動，
把抗疫當做非常時期的非常之事，謀劃非常之策，施行非
常之舉，協調各方做到謀劃時統攬大局、操作中細緻精當，
切實高效地把工作做到位，恐怕也不至於此。

香港近些年的情勢深刻表明，管好香港絕非易事，管
治者不僅要愛國愛港，還要有管治才幹，有敢於擔當的責
任心使命感。既然身為公僕，遇事就要挺身而出，勇作善
為。不能避事推諉，更不能事不關己，躲進小樓自成一統。

嚴峻的疫情告訴我們，香港在進入良政善治新時代的
進程中，仍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妥善應對各種考驗，不
斷提升管治能力和水準，這是擺在特區管治者面前的必答
題。

疫情給香港上了一課。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速度效率與責任擔當

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

香港回歸近25年來，駐港部隊履行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職能，是 「一國
兩制」 成功實踐的重要保障。

「為什麼不能在香港駐軍？」
我們在討論駐港部隊角色時，總會回

溯鄧小平當年的有關講話。1982年戴卓爾
夫人訪華，正式拉開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
談判的序幕，在會見中，鄧小平強調， 「主
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那麼，在
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中央保留哪
些直接行使的主權權力呢？國防、外交首
當其衝，但在中英第一階段談判中並未涉
及駐軍內容，英方後來還曾試圖在這一問
題上拉鋸。鄧小平在1984年4月會見英國外
交大臣賀維時指出， 「一九九七年之後，
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
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
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 其實，這
次會面之前，鄧小平在相關內部請示中已
經明確， 「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
讓步。」 同年，鄧小平在會見港澳代表時，

再次強調 「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
中國領土！」 最終，《中英聯合聲明》明
確，香港特區的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的相關決定規定了
解放軍駐港部隊的職權等具體事項。

一支特殊的 「小部隊」
1996年1月2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

正式公告：駐港部隊組建完成。駐港部隊
是全軍唯一一支陸、海、空三軍聯合編成
的部隊，維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
領土、領海和領空的主權。1996年12月30
日，八屆全國人大23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香
港駐軍法》，1997年7月1日與香港基本法
同步施行，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
區實施。在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前，
《香港駐軍法》是基本法附件三中唯一的
一部全國人大專門為特區制定的全國性法
律。1997年7月1日，香港開啟了 「一國兩
制」 下的憲制新秩序，駐港部隊正式進駐
香港。2021年8月25日，駐港部隊按照駐
軍法的規定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完成了第
24次例行輪換。

駐港部隊有什麼職責？
根據基本法和《香港駐軍法》的規定，

駐港部隊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特區防務，不

干預香港特區的地方事務，駐軍費用由中
央人民政府負擔。《香港駐軍法》規定的
特區防務包括防備和抵抗侵略，擔負防衛
勤務，管理軍事設施和承辦有關涉外軍事
事宜。回歸25年來，駐港部隊依法進行日
常訓練、各種軍事演習、參加大型國際演
習，承辦外來軍事設備休整補給事宜等，
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切實履行香港特區防
務職責。

在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駐港部隊
也會在特區履行其他法定職責。首先，香
港基本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
宣布戰爭或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
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特區實施。《香
港駐軍法》進一步規定，在戰爭或緊急狀
態下，駐港部隊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
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履行職責。在這種
情況下，駐港部隊的法定職權則由具體宣
布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確定。 「緊急狀態」
的前提一是屬於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情況，
二是屬於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兩
者需要同時滿足。在回歸後25年裏，中央
對該項權力的行使一直非常謹慎。

其次，基本法第14條規定，香港特區
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特

區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香
港駐軍法》規定，特區政府請求中央人民
政府批准後，駐港部隊根據中央軍委的命
令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任務，
任務完成後即返回駐地。這種特殊情況下，
駐港部隊可以在軍事用地外執行任務。

也就是說，駐港部隊執行這一任務的
前提是出現了為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所必要的情況，而法定程序則是先由特區
政府提請，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
軍委下達命令，接下來特區政府安排，由
駐港部隊最高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具體指
揮。駐港部隊在這一情況下不能主動參加
或者決定參加特區管理事務，而且由特區
提出申請。駐港部隊人員在協助維持社會
治安和救助災害時，行使香港特區法律規
定的權力，也要遵守特區的法律規定。在
過去的25年裏，特區並未提出過此類申請，
駐港部隊未執行過此類任務。2005年世貿
會議在評估警力風險時，時任警務處處長
李明逵曾坦言，若警方無力應付，會依據
基本法規定，由特區政府向中央人民政
府要求出動駐港部隊協助。不過，後來香
港警方能夠控制局勢，就沒有進一步提請。

駐港部隊其他參與活動

駐港部隊曾以不同方式參與特區的本
地活動，如不定期開放軍營參觀，以提升
本地民眾的國民意識和國家認同；常規性
參與植樹活動；主動參與獻血；參加國慶
日匯演等。2018年 「山竹」 風災後，駐港
部隊協助清理塌樹；2019年 「修例風波」
後，駐港部隊協助市民清理路障和磚頭等。
這些活動多屬於義務性工作。2019年，有
認為，義務性工作屬於《香港駐軍法》第
16條規定的愛護特區公共財產和香港居民
及其他人私有財產的情況。但《香港駐軍
法》這一條款從邏輯結構上看屬於駐港部
隊人員個人義務條款，非授予機構或個人
職權的條款，因此，義務協助特區工作並
非執行公務行為，將此種義務性社區行為
視為不違反法律規定、但也無法律授權的
駐港部隊人員個人行為更為適宜。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駐香港
部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是維護 「一
國兩制」 的重要力量，是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的重要基石。駐港部隊既是中國軍隊向
世界展示的窗口，也是憲法和基本法規定
保障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定海神針。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
會憲法學研究會理事

香港
特區政府
提出建設
北部都會

區，既是香港的重要發展規劃，也是香港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工程。習近平總
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的
重要講話中，提出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
建設，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
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香港的北部都會區建設需要按照總書記
的講話要求，在中央支持下，全面推進與大
灣區的對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此，
特提出以下建議：

一、支持北部都會區與深圳的城際鐵路
等跨境基建，並創新港深口岸通關模式，實
行24小時通關和 「一地兩檢」 。

香港北部都會區與深圳的城際鐵路等跨
境基建，是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
便捷流動重要條件。香港特區政府提出興建
鐵路連接香港洪水橋與深圳前海，並在前海
實施 「一地兩檢」 。建議中央有關部委支持
並協調深圳做好洪水橋與前海鐵路等跨境基
建建設，讓大型跨境基建更好發揮帶動兩地
發展的作用。

香港目前共有七個陸路口岸連接深圳，
全部都在北部都會區範圍內，其中只有皇崗
口岸全日開放。建議創新完善通關模式，逐
步推動24小時通關，先在最接近前海合作區
的深圳灣口岸及位於東部的蓮塘口岸延長通
關時間，以達到所有口岸24小時通關為最終
目標，並逐步在各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

二、支持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口岸地區共
同規劃發展 「港深口岸經濟帶」 ，並推出 「聯
合政策包」 加快人財物的流通。

深圳多個口岸地區已經發展成 「口岸經
濟帶」 ，產生巨大經濟效益，香港卻未有充
分重視口岸經濟帶動港深以至大灣區合作的
功能。建議在中央指導及支持下，港深雙方
在北部都會區及深圳口岸地區共同規劃發展
「港深口岸經濟帶」 ，加強兩地互利互補合

作。其中，位於北部都會區內的洪水橋／
厦村新發展區可作為試點，將新界北核心
商務區發展為港方 「口岸經濟帶」 ；同時，
將皇崗口岸及羅湖口岸未來實施 「一地兩
檢」 、香港落馬洲和羅湖管制站閒置而騰
出的大量土地，用來擴展港方 「口岸經濟
帶」 版圖，形成由西向東較具規模的經濟
發展地帶。

港深雙方可借鑒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的經驗，推出 「聯合政策包」 ，在人流、
物流、資金流等方面為進駐 「港深口岸經濟
帶」 的企業提供便利。例如，在物流方面，
可以參考橫琴做法，貨物進出實施備案管理，
除國家法規明確規定不予免（保）稅的貨物
及物品外，其他貨物及物品均可免（保）稅
進入深方 「口岸經濟帶」 ，港方亦不對進口
商品徵收關稅，形成免關稅地區。

三、支持在北部都會區成立 「國家實驗
室」 。

發展北部都會區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推
動創新科技產業成為香港的新經濟動力。建
議中央支持在北部都會區成立 「國家實驗
室」 ，既增加港深科技合作的高度和深度，
並產生集聚效應，將香港現有的 「國家重點
實驗室」 及其他研發實驗室集中在北部都會
區內，形成大型研究基地，並利用這個基地
作為兩地科研合作平台，共同助力大灣區建
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四、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指導
下，設立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協調機制。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21年9月印發的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
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包括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領導下，粵澳
雙方聯合組建合作區管理委員會，在職權範
圍內統籌決定合作區的重大規劃、重大政策、
重大項目和重要人事任免。建議參考吸收橫
琴合作區的經驗，由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指
導設立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協調機制，研究
制定北部都會區與大灣區發展對接方案，統
籌及指導相關政府部門執行具體工作，強化
對接協調能力。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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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五波疫情嚴峻，形勢
危急，昨天的新確診個案超過5.6
萬宗。政府宣布將於本月內進行
全民強制檢測，每人須重複做三

次，以找出所有隱形感染者，實現早發現、早隔離的目標。
全港現有約750萬市民，如果檢測能力是每日100萬人

次，每次全港大檢測需要7至8日，三次需時約一個月完成。
政府規定在三次檢測之間，市民每日都需要進行自我快速
檢測，政府會提供快速檢測包。政府日前表明，檢測期間
不會 「封城」 ，也不會推行全城 「禁足」 ，而是透過某一
種程度的限制外出，從而達致大幅壓縮人流的目的。

全民檢測需要考慮以下因素：
1）縱使全港將設有眾多檢測站，但是市民居住在全

港各區，檢測當日港九各地將有大量人群流動，這會增加
病毒傳播風險。

2）若按市民年齡預約檢測，而市民可以選擇在全港
任何一個檢測站接受檢測。這會增加市民的流動性和病毒
傳播風險。

3）為避免以上所述弊端，完美措施是 「禁足」 進行
全民檢測。但是有人認為 「禁足」 會影響市民生活和經濟，
更何況需要一個月。所以在全民檢測期間，若市民生活如

常，病毒傳播風險仍在。
4）由於在全民檢測期間，不採取 「禁足」 這大動作，

市民可以如常生活和走動，已經接受檢測者很可能被感染
而成為穩形播毒者。

5）因為不 「禁足」 進行全民檢測，所以需要進行三
次全民大檢測。這需要每次都要投入大量公帑，但是第二
次和第三次檢測的成本回報率將是墮崖式的下降。

為了達到全民檢測的目的，減少市民大規模的流動性
同時達到 「禁足」 檢測的效果，可採取分區進行全民檢測
的方案。這是現在 「圍封強檢」 的擴大版。由於每日檢測
能力是100萬人次，政府可以安排共有100萬居民的兩個隔
鄰區域為一日的全民檢測區。全港共有18區，如此組合全
港有8個檢測區，十日內可以完成全民大檢測。在檢測期
間，即1至2日需要封區。待檢測完畢和確診者送到隔離設
施後，區內居民可以自由走動，但是不可以離開。當隔鄰
檢測區完成檢測後，居民可以在兩區內走動。

如此推行全民檢測，直到完成全港八個區的大檢測。
這是有 「禁足」 效果的全民檢測而無其弊端。若採取此方
案，不需要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全港大檢測，也不一定需要
市民每日進行快速檢測，是值得政府考慮的方案。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名譽會長、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