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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變種病毒觸發本地第五波
疫情爆發，為本港經濟民生帶來新
一輪衝擊。中總認同特區政府採取
「快、狠、準」措施，全面收緊防
疫措施，冀能抑制疫情擴散；惟措
施無可避免令不少已略見起色的行
業再次面對沉重打擊，期望當局能
適時為受影響行業和市民提供針對
性支援，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們期望特區政府在下月公布的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能因應受疫情
影響行業和市民的實際需要，給予
更全面的財政支援。例如，當局應
進一步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加大「百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最高貸款額，同時完善「中小
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允許已達最
高資助額的企業在相隔一段時間後
可再次申請。當局也應減免公司利
得稅、註冊費、牌照費等，並減免
政府物業租金，資助企業租金開
支，紓緩業界經營壓力。

因應再度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當
局應考慮向受影響的餐飲商戶及處
所提供適當津貼，並研究將補貼金
額及形式規範化。在兩年多的疫情
下，旅遊業、會議展覽及相關工程
行業至今仍未見到復甦的曙光，期
望當局能預留款項援助相關行業。

在疫情受控後，特
區政府可再考慮推出
新一輪電子消費券，
以減輕市民受疫情影
響下的經濟壓力，以及疫情對零售
業帶來的衝擊。當局更可聯同零售
及餐飲業舉行大型減價優惠推廣活
動，進一步刺激本地消費。

第五波疫情由機組人員的輸入個
案引發，凸顯相關機制的漏洞。在
確保本港物資供應穩定的同時，亦
要兼顧平衡外防病毒輸入的需要。
當局宜跟業界商討完善機組人員的
隔離規定，例如參考內地實施機組
人員閉環式管理，進一步減低病毒
輸入的風險。

目前，香港接種疫苗的人口只有
七成多，長者和兒童接種率偏低，
仍有不少可提升和改進空間。中總
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推動市
民尤其長者接種疫苗，例如增加流
動疫苗接種站和疫苗車，甚至為長
者安排上門接種疫苗服務等。

我們期望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積極
做好抗疫工作，盡快阻截病毒傳播鏈，
讓市民大眾可歡度即將來臨的農曆新
年，並可盡快重啟「通關」工作，讓香
港及內地人員跨境活動可回復正常，帶
動香港經濟全面復甦。

踏 入 2022 年 ，
全球除了繼續籠
罩在新冠變種病
毒的陰霾下，哈
薩克騷亂也影響

着地緣政治的發展。事緣該國的液
化石油氣加價，引發包括最大城市
阿拉木圖等城市持續多日的示威抗
議，最後更演變成騷亂。儘管哈薩
克總統托卡耶夫一開始採取妥協的
態度，馬上下調液化石油氣加價幅
度以及更換政府重要官員，但依然
無法阻止騷亂的蔓延，唯有請求集
體安全條約組織派遣維和部隊幫助
平亂。

這次哈薩克騷亂，雖然與哈薩克本
身的經濟民生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
係，經濟增長成果未能讓民眾充分享
受，液化石油氣加價翻倍，更引爆民
眾的不滿情緒。但筆者認為，今次騷
亂不僅僅是內部問題那麼簡單，更有
錯綜複雜的國際因素。尤其是當該國
總統宣布將天然氣價格下降到比原本
還低的情況下，暴亂分子依然不停止
破壞，佔領國際機場，焚燒政府設
施，提出更多要求現任政府下台的政
治訴求。筆者不禁回想起2019年的
香港，當年特區政府答應撤回修訂
《逃犯條例》後，黑暴同樣沒有停下
來，反而變本加厲。這些騷亂要達到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政府，不能
不令人聯想到「顏色革命」。

哈薩克騷亂又是按照此劇本上演，
背後的推手不言而喻。在地緣政治
上，哈薩克作為前蘇聯的加盟共和
國，位處中亞核心位置，同時是中俄

戰略合作的重要腹地
之一，操控哈薩克可
以牽制中俄。更值得
注意的是，哈薩克接壤我國的新疆，
西方國家早已顛倒黑白，捏造所謂
「強迫勞動」，攻擊抹黑我國，千方
百計在我國周邊地區添煩添亂。若哈
薩克亂了，一方面難免造成大量難民，
影響我國邊境地區的穩定；另一方面，
哈薩克與我國發展有密切關係，是「一
帶一路」重要沿線國，尤其在能源合
作方面，哈薩克擁有一項關乎中國長
遠發展的超級工程——中亞天然氣管
道，影響着我國「西氣東輸」工程，關
乎我國中部多地的能源安全生命線。由
此可見，哈薩克局勢穩定，對我國的
影響不言而喻。

西方一直在世界各地頻頻策動「顏
色革命」。過去十多年以來，從中東
到中亞，太多國家因「顏色革命」而
不斷重演國破家亡的悲劇。對於港人
而言，2019年之前對於「顏色革命」
這個名詞比較陌生，但經歷了2019
年修例風波、黑暴氾濫的衝擊，港人
飽嚐「顏色革命」的禍害，更應看清
「顏色革命」的危險。值得慶幸的
是，香港有中央的堅強後盾，中央審
時度勢，果斷出手，出台實施香港國
安法，主導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
國者治港」，確保香港「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港人更應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由亂及
治局面，在資訊爆炸的互聯網時代中
看清真相、明辨是非，堅決抵制外部
勢力的插手干預，不讓「顏色革命」
在香港重演。

哈
薩
克
騷
亂
警
醒
港
人
防「
顏
色
革
命
」重
演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上下同欲齊心抗疫共渡難關
本港躲不過第五波疫情入侵，變

種病毒 Omicron極速擴散，全城風

聲鶴唳，疫情威脅迫在眉睫，堵塞

防疫漏洞刻不容緩，更人人有責，

政府和社會各界都不能心存僥倖，

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當

機立斷採取大規模、更嚴格的防疫

措施，包括進行全民強檢，力爭迅

速把疫情穩住，才可讓市民過個平

安年。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本港過往曾經有外地船員及機組人員獲豁免
檢測的安排，觸發第三波疫情。對此，本港專
家、媒體高度警惕，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一再
呼籲，要檢視、堵塞機組人員豁免檢測安排的
漏洞，以免重蹈覆轍，可惜不幸言中。另外，
違反限聚令、不掃「安心出行」的人士，對疫
情反彈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部分市民始
終對接種疫苗抱懷疑抵觸心態，置自己於染疫
的巨大風險之中，更令本港難以構建防疫屏
障。諸多防疫漏洞未能及時彌補，導致新一波
疫情再來。香港過去一年的抗疫努力付諸東
流，早日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希望落空，代價
巨大，教訓深刻。

痛定思痛，亡羊補牢，全社會都要明白，防

疫是共同責任，本港控疫失敗，無人能獨善其
身，全港各行各業、廣大市民都淪為輸家。有
估計指，此次疫情包括飲食業在內各行各業損
失高達百億。疫情威脅當前，怨天尤人無補於
事，全社會必須摒棄互相抱怨指責，唯有齊心
協力、行動一致，才能盡快遏止疫情，這才是
最符合全港各界利益的正確態度，才能最有效
地保障市民健康安全。

堵塞漏洞 人人有責
目前疫情已在社區擴散，出現多個不明源

頭確診個案，防疫人人有責，政府官員、立法
會議員、公眾人士更要做好社會示範，汲取教
訓，引以為戒，守法依規支持配合政府防疫。

政府快狠準收緊社交距離限制，減低疫情擴散
的速度，值得支持，但仍需檢視、強化防疫措
施，例如落實「安心出行」實名制、增設追蹤
功能，在防疫追查溯源上是必不可少的，政府
也必須打破所謂擔心洩漏私隱的迷思，避免追
查病源費時失事；目前病源火頭遍布，單靠對
涉事大廈的強檢，效果不理想，亦不足夠，近
日內地深圳、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現零星疫情，
立即展開全民檢測，迅速排查、截斷傳播鏈，
這是內地行之有效、運作成熟的防疫機制，值
得港府參考。

採取更多更嚴措施控疫
本港的檢測能力、社區管理、民生物資保障

或許還滿足不了全民檢測，但事在人為，辦法
總比困難多。本港以往推廣強檢、接種疫苗，
也曾遇到不少困難和阻力，但在中央大力支
持，特區政府迎難而上，廣大市民配合下，最
終也順利落實，幫助香港遏止了多輪疫情。

如今中央一如既往支持本港抗疫，只要全港
上下同欲，齊心抗疫，採取更嚴謹的措施盡快
補缺堵漏，加強追蹤排查，切斷傳播鏈，同時
敦促市民積極接種疫苗，尤其是提高長者、青
少年的接種率，增強這些人群的免疫力，有助
本港構建更嚴密防疫屏障，更好地保障市民健
康安全，讓市民平安過年，也為盡早恢復與內
地正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讓香港再次安然渡
過難關。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文 匯 論 壇A10

20222022年年11月月111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

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張卓立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民主英文是「democracy」，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或人民主權。在歷史的長河中，民主的發展是多樣的，
或者應該說，各國民主的發展應按照本國的歷史文化傳
統及實際需要，結合人民的智慧而創造出來。民主沒有
統一的標準，各國走的民主道路不盡相同，民主形態亦
各有差異。現在，美英等西方國家以單一的標準衡量世
界各國的政治制度，以卑劣手段干涉中國內政，遏制中
國發展，本身就是不民主。一個國家是否民主，最有話
語權作出判斷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其他人根本不容置
喙。

民主不能簡單等同於選舉
評論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我們要看

很多因素綜合判斷。繼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民
主》白皮書、中國外交部網站發布《美國民主情況》報
告，國新辦在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束後又發表了《「一國
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這個白皮書相當重
要。大家要清楚明白一點，在港英管治時期，根本沒有
真正的民主在香港出現過，但狡猾的英國人在退出香港
前埋下了「炸彈」，回歸後雖然香港經濟在背靠祖國下
有長足的發展，但關於普選、民主進程等政治議題爭拗
則越演越烈，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美國「民主燈
塔」的迷思，加上西方反華勢力與本土反中亂港勢力推
波助瀾下，2019年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透過連續多月
的黑暴，企圖發動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顛覆特區政
府，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和經濟，有幸中央及時出手推
出香港國安法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香港才逐漸重回正
軌。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中寫道，
「香港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盲目從形式上追求西方式民
主，實際上帶給香港的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分化惡

鬥、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治失效，香
港居民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民
主。」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香港市民真實體驗到反中
亂港勢力所炮製的劣質民主，說穿了是一個騙局，是他
們企圖勾結西方反華勢力奪權的騙局，確實是一個慘痛
的教訓。香港要發展具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對此，白
皮書有明確闡述：「不能把民主簡單等同於選舉，把選
舉簡單等同於直接選舉，把民主進步簡單等同於增加直
選議席，而要看有關安排有沒有擴大民意代表性，能不
能反映廣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願。香港特別行政
區民主的發展，不僅要完善、優化相關選舉制度，還應
當積極探索協商、諮詢、聽證、對話等多種民主形式，
開拓更多民主渠道，重在提升民主質量，追求實質民
主。」白皮書亦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是香港特區
民主制度的設計者、創立者、維護者和推進者；中國共
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憲法確
定的國家憲制秩序的核心，是國家憲法制度的靈魂，這
在香港特區必須得到切實尊重和維護。

確保制度符合國家主權安全
白皮書說，香港特區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事關國

家主權安全，事關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事關香港的長治
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中央對此擁有主導權和決定權。
只有堅持中央主導，香港民主才能健康發展。「雙普
選」目標和遠景，仍然是中央對港的承諾和接下來努力
的方向，有了這一個中央與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期望的共
同目標，在大家齊心努力下，依照憲法及基本法的規
定，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走具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共同努力建設，發展民生經濟，解決深層次矛盾，融入
國家經濟發展大局，香港必能走出困局，使「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市民安居樂業，享受到真正的民主。

香港要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
黃國恩 香港中律協創會副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令世人震驚的美國國會山騷亂已過去一年時間。正如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近日就相關話題刊發的文
章標題《世界看低美國只需一天》，這場騷亂令自詡
「民主燈塔」的美國顏面盡失，昭示美國全球實力與影
響力的衰退。

美國總統拜登就國會山騷亂一年發表講話，指出這場
騷亂讓美國民主受到了攻擊，並暗指前總統特朗普試圖
阻止權力的和平交接。去年11月，由多個西方國家創立
的組織「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學會」發表報告，首次將
美國列入「民主倒退國家」名單，並將特朗普對2020年
美國大選合法性的質疑視作「轉折點」，視之為國會山
騷亂發生的原因之一。

這場騷亂實際反映出美國社會內部的撕裂，以及美國
民主正在倒退。一個國家是否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
人民來評判。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民調顯示，81%的
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面臨嚴重威脅；德國博世基金
會民調顯示，超過80%美英受訪者認為本國政客是資本
傀儡，半數以上美國民眾認為民主制度在當前情況下
「毫不奏效」。

美式民主背離初衷
美式民主在歷史上雖具有進步性，但隨時間推移，其

發展逐漸背離民主核心與制度設計的初衷。當前，美式
民主至少面臨「金錢政治」「精英政治」「否決政治」
三重弊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國會山騷亂一年，美
國社會上下應好好反思自身的時刻，仍有政客跳出來，
指責政敵試圖利用國會山騷亂一年的時刻獲取政治利
益，可見美國的「撕裂病」確實病得不輕。

民主的目標是為人民謀幸福，而美式民主口號喊得響
亮，卻只講究程序民主和形式民主，忽視實質民主和結
果民主，國會山騷亂就是最為明顯的惡果。除此之外，

美國醫療水平先進，但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居高不下，80
多萬人因此喪生，人民的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少數
族裔遭受系統性歧視，有色人種的民主參與權利受限，
更不要提對印第安人的長期系統性殺害、驅逐、排斥和
同化；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滋生暴力，極端民粹主
義崛起橫行。美式民主現在已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

霸權思維催生攬炒黑暴
儘管拜登的講話透露出些許自我反省之意，但回顧美

國這一年來的實際行動，卻是「說一套，做一套」。美
國懷揣出奇的自信，即便已淪為民主課堂的「退步
生」，卻仍舊熱衷充當民主「教師爺」：美國不顧當地
實際情況，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他國，進行所謂「民主
改造」，在阿富汗留下一地雞毛；美國拉幫結派召開所
謂「民主峰會」，號稱要復興全球民主，實則「唯美獨
尊」，分化世界、挑起矛盾。

香港也是美式民主的受害者。美國在2019年修例風波
中煽風點火，妄圖在港掀起「顏色革命」，鼓吹攬炒，
慫恿黑暴，重創香港民生經濟，造成社會撕裂。因此，
港人應當看清事實真相，不要當人棋子、受人擺布，更
不要盲目崇拜追求美式民主。美國所奉行的價值觀連自
己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又如何能幫助香港解決問題？

在新選制下，香港已成功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
會選舉。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來自各行各業，具有廣泛代
表性。更重要的是，新議員不再沉溺於意識形態之爭，
而是聚焦社會民生，致力於解決制約香港發展的深層問
題，這不比美國對立極化，將黨派利益凌駕於民眾利益
的「否決政治」要強太多了嗎？

實現民主的方式並非千篇一律。香港應結合自身實際
情況，選擇適宜的民主道路，而非盲目照搬，這方能發
揮民主的優勢，為香港的發展貢獻智慧與力量。

美國會山騷亂一年對港的啟示
鍾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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