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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變化。

自由體制 各自為政

支援抗疫 贏得友誼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支援意大利的中國專家中，有
多人是來自四川的醫療專家，箇中的淵源還要從 30 多
年前說起。據四川省衛健委透露，意大利政府早在
1988 年時就無償捐助四川建立大型急救中心，該中心
30 多年來救傷無數，支持四川省醫療服務的發展。
其後，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時，意大利紅十字會第一
時間派遣 14 名急救專家，駐紮在四川綿陽重災區，合
共救治約 900 名傷員。因此，四川人一直對意大利政
府心存感激，當內地新冠病毒疫情出現緩和象時，
就有來自四川的專家主動請纓，馳援意大利。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一直都是中華民族的傳統
思想，體現在國際關係上就成為了中國政府 「友好情誼
銘記於心」 的外交政策。環顧中國第一批馳援的國家如
意大利、日本、韓國、伊朗和塞爾維亞等，都是曾經幫
助和支持中國渡過困境的國家。在幫助了友好國家後，
中國政府還對法國、埃及、西班牙、納米比亞、希臘、
南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提供援助物資，表現出負責任大
國應有的態度，亦贏得了國際友誼。相信在疫情過後，
國際政治、經濟及國際聯盟關係的格局，將會出現明顯
變化，中國提倡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必定在國
際社會得到最多的認同和支持。

度而加以糾正或彌補。
特區政府坐擁逾萬億港元財政儲備，撥一小部分設
立投資公司，在對推動香港經濟轉型至為重要的行業
以參股或合資方式辦幾個項目，以及發生公共衛生突
發事件時辦急需的項目，是不難的。對鐵路項目及其
他政府撥款的項目實施 「硬預算管理」 ，對項目逾期
竣工予以罰款，也是不難的。改革傳統辦事程序，精
簡程序和公文，更不困難。

須排除反對派的干擾

公民社會要醒覺

比較困難的，是粉碎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對特區
政府管治和施政的百般阻撓和干擾。那是英國在香港
回歸前得到美國支持而人為造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必須解決這一政治問題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
總的來說，香港必須仿效內地而加快建設速度，香
港也完全可以在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 的背景下加快
建設速度。 「香港速度」 與 「中國速度」 應當是證明
「一國兩制」 成功的樣板。
特區政府必須首先明白這樣的道理，並以各種形式
告訴香港社會各界，這些年香港建設速度慢不是因為
貫徹 「一國兩制」 ，而是由於 「一國兩制」 未得到全
面準確的貫徹，最大阻力是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
因此，今年 9 月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必須阻止 「拒中抗
共」 政治勢力奪取多數議席。
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團體必須以加快建設香港
為口號，動員選民用選票把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擋
在立法會外。

無可否認，在社會嚴重撕裂的當下，他們的言
行，或許會贏得部分市民的掌聲，部分人可能會基
於 「政治正確」 ，或者意氣用事，認為李文浩及劉
家衡所為可以接受。不過，原本應該是集中地區發
展、服務社區，改善民生的區議員，卻完全被意識
形態牽鼻子走。請謹記，他們服務地區的資源，
甚或是自身的薪酬，都是我們的公帑，他們今日的
所作所為，又是 「公民社會」 的公義嗎？
我們經常聽人說， 「公民社會」 要醒覺。筆者建
議當日投票支持他們的普羅市民，本良心，行動
起來，向他們的辦事處、所屬的政黨及組織、所在
屬區的區議會正、副主席，發出電郵或信函，強烈
譴責這種不文明的做法，並表明他們的言行不代表
我，如果他們不責成這些區議員道歉並收回言論，
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會謹慎考慮自己的投票意
向。
請市民大眾充分發揮 「公民」 的力量，不能讓不
正之風，在社會繼續蔓延。

周八駿
內地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充
分展示了集中資源辦大事、快辦
事、辦好事的 「中國速度」 。武漢
在短短 10 多天裏先後建成 「火神
山醫院」 「雷神山醫院」 ，是舉世
聞名的事例。另一個事例，是中國
石化與國機恒天集團合作，由中國
石化下屬燕山石化在 12 天內建成
一座年設計生產能力為 14400 噸的
熔噴無紡布生產廠。正常情況下完
成一座萬噸級熔噴布生產廠建設，
大約需要半年。
也許有人會說，抗疫如同打仗是非常時期，出現非
常之舉是激情迸發。其實，即使平時， 「中國速度」
一樣驚人。舉一個著名的例子，北京僅用 5 年時間平
地建起了大興國際機場。

成了常態。更不濟的，是還發生項目建造質量不符合
要求的現象。
為幫助香港克服抗疫 「短板」 ，在香港的中資企業示
範了 「中國速度」 。香港缺檢疫設施，特區政府徵用鯉
魚門公園度假村做緊急防疫觀察隔離中心，計劃建 352
個隔離單位。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承建 A 區項目 118 個單
位，從開工到建成，僅花 28 天時間，比原計劃提早 4
天。耐人尋味的是，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稱讚中建國
際展現了駐港中資企業的使命擔當和香港速度。
我理解，中建國際建造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緊急防疫觀
察隔離中心 A 區項目被稱讚為 「香港速度」 ，包含兩層
意思，一是項目是在香港建設的，二是香港作為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 「中國速度」 也應當是 「香港速
度」 ，即香港應當也能夠辦大事、快辦事、辦好事。

港辦事節奏慢

首先，需要明白這些年香港為什麼很難辦大事、即
使很不容易辦成了卻不斷超出預算和預期竣工交付使
用的日期？原因有四。一是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百
般阻撓和干擾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大型項目必須經
立法會批准相關預算，但是， 「拒中抗共」 政治團體
的立法會議員橫加阻撓。二是傳統辦事程序過於繁
瑣，延宕了項目審批。三是有關部門對項目的預算管
理和施工日程的監督不嚴。四是特區政府缺乏直接參
與某些經濟活動的工具。
以上四方面問題，都與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沒有
必然的關係，換言之，香港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

相比較，香港奉行自由市場制度，政府缺乏介入經
濟的手段，企業有很大的自由度，所展現的缺點，是
很難辦成大事，或者辦大事的節奏慢，即使很不容易
辦成了卻不斷超出預算和預期竣工交付使用的日期。
東九龍啟德機場搬遷已 22 年。為建設大嶼山新機場
而在西九龍填海生成的那片土地，更是在香港回歸前
已有。然而，至今，東西九龍這兩片土地的建設仍未
完成。
香港的鐵路建設，這些年項目超出預算和延宕竣工

港也應可辦大事

共同努力抗天災
城市智庫研究員 吳家俊
本地近月疫情令人想到，過去幾年天
災瘟疫頻繁。天災本屬不可抗力，不可
預測，細數近年的疫情，非洲豬瘟困擾
了西班牙農業長達 10 年，2017 年輾轉傳
至俄羅斯，2018 年中國進口俄羅斯豬隻，觸發中國非
洲豬瘟疫症。這些疫症，還有刻下的非州和印巴沙漠
蝗蟲災、澳洲連月來的山火等，據說都與全球暖化有
關。

城市
智庫

氣候異化催生天災
在 2018 年 5 月，當時熱帶氣旋梅庫努（Mekunu）越
過了阿拉伯半島南部一個沙漠，因為暴雨而有不少湖
泊短暫出現在沙丘間，蝗蟲就在該地區自由繁殖，這
是蝗災一波熱潮，2018 年 10 月又有魯班颶風（Luban）在阿拉伯海中部登陸。而第二代的蝗蟲繁殖能
力比第一代強 20 倍，最終，這兩個颶風助長蝗蟲繁
殖，數量增加了約 8000 倍，不少環境專家已解釋，全
球暖化令是次蝗災出現，長時間的異常潮濕天氣是罪
魁禍首。
過 去 連 月 的 澳 洲 森 林 大 火 ， 橫 跨 2019 年 至 2020
年，燃燒逾 4 個多月，估計受災範圍超過 10 萬平方公

里，即約 98 個香港的面積，導致逾 10 億動物喪命。
據綠色和平提供數字，從 2019 年 1 月至 8 月底，雨林
火災數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45%之多。
亞馬遜雨林是地球巨肺之一，從大氣吸收二氧化
碳，幫助減緩氣候變化，其生物質量儲存了 800 億至
1200 億噸二氧化碳，相當於化石燃料業界的 13 年總排
放量。然而伐林作業與焚燒雨林，不只短時間內將儲
碳釋放至大氣，亦降低土地的吸碳效能，加速氣候變
化。遠至東漢時期，當時蝗災與全球暖期有密切關
係，竺可楨先生認為，東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暖期轉
寒的一個轉捩點，這一時期也是最暖期。氣候異常變化
與天災息息相關。氣候異常變化的罪魁禍首又是誰呢？
氣候影響實驗室（Climate Impact Lab）預料，氣候
暖化在未來 15 年會催生 10 億貧窮人口， 「又熱又窮
的國家」 將會首當其衝，如拉丁美洲、東南亞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等地，事實上現時已經出現了因氣候變遷
而造成農作物失收及破紀錄式的旱災等。

美國不負責任
世界各國就氣候變異問題，摒棄強弱種族等前嫌，
早年已推動《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巴

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為地球的健康，針對氣
候變化，各國共同努力，《巴黎協定》在 2015 年 12
月通過，承接將於今年屆滿的《京都議定書》。國家
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正式簽署《巴黎協定》，並
於 2016 年 9 月 3 日予以批准，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
按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巴黎協定》適用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
國家願為地球氣候付出，香港這片彈丸之地都願意支
持，然而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卻在2017 年6月初
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並停止履行注資綠色氣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的責任。這是與全球 195 個國
家為敵，成為繼尼加拉瓜及敘利亞後第三個非簽約國。
一向以保衛世界為傲的美國，完全拒絕為地球氣候作出
承擔，令人質疑美國早料到，氣候異常會引發天災，但受
苦的卻不會是她。相反，美國隨時可以發天災財，令弱
者愈弱，這個悲劇才最合乎美國的利益。
寄語面對天災的地方，逆境自強，莫奢望超級大國
雪中送炭，她袖手旁觀已屬萬幸，過去還每趁機誣衊
苦受災難影響的政府或人民，散播恐慌。像近月美方
批評內地處理新冠病毒疫情，又掩飾國內流感死亡的
龐大數字。氣候異化誰卸責？天災最終誰受惠？

病毒才是共同敵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
由 1 月爆發至今的新冠肺炎，在中國
境內正逐漸受控。全國新增的確診數
目，由最高峰一日過萬宗，到執筆之時
境內個案已大幅回落至零或個位數，抗
疫成效實在可喜。但料想不到，第二波疫情在歐美等
地區爆發，有見及此，我們中國亦毫不吝嗇，把自身
的抗疫經驗，與世界分享。
在自己努力抗疫的同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和中國紅
十字會共同組建抗疫醫療專家隊伍，攜帶部分中方捐

長話
短說

助的醫療物資，早前抵達羅馬，與意大利全面分享中
方的經驗和做法，共渡難關，獲得許多意大利人民的
讚賞及謝意。其後，中國又援助其他國家。
除了物資，中國在防疫方面的經驗及工作，亦值得
其他地方參考。國家在疫情初期，果斷地採取嚴厲措
施，把擁有 1100 萬人的武漢封城，隔斷人流進出。事
實證明，封城決定取得有效成果，近日有包括中美英
等多國科學家聯合研究亦稱，封城對疫情的遏制起到
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歐洲多國近日亦採取了類

﹂

區議員不能侮辱市民

3 月初，深水區議員李文浩
和劉家衡在聯合辦事處外張貼
「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告示，
受到各界關注和質疑，儘管民
政事務總署已去信警告兩人涉
嫌違反《區議員操守指引》及
《津酬指引》，但兩人並不打
算 「撤回」 ，區議會暫亦無意
追究。
平等機會委員會收到過千宗
投訴和查詢，主要表達對告示
的不滿。不過，平機會也指
出，由於該行為並不在香港現
行四條反歧視條例涵蓋範圍之
內，即基於性別、懷孕、婚姻
狀況、殘疾、家庭崗位及種族
的歧視，故沒有法律基礎跟
進。
平機會無法跟進，區議會又
「看不到」 事態嚴重，涉事的
李文浩更在面書發文表示 「藍
絲好廢」 ，又謂 「歡迎藍絲轉
」 ——此舉被指繼續侮辱、歧視、挑釁市民。同
日，有意參選立法會的離島區議員王進洋也在同一
社交平台發表 「終止服務聲明」 ，聲稱將拒絕接受
所有 「支持廿三條立法」 的市民的求助。

「中國速度」對香港的啟示
鑪峰
遠眺

﹁

香港菁英會榮譽主席 莊家彬

佛里曼認為，隨全球貿易和旅遊業蓬勃發展，世界
各國間的距離變得更緊密，國家亦變得互相依賴，但這
也令一個地方出現的問題，在短時間內演變成世界性問
題。他引述馬里蘭大學蓋爾芬德（Michele Gelfand）教
授的理論，把各個國家劃分為 「寬鬆」 與 「緊密」 ，中
國、新加坡和日本等社會規範較多的國家被視為 「緊
密」 的國家，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社會規範較少的則
為 「寬鬆」 的國家。他指出， 「緊密」 國家的人民因受
到歷史文化及曾經出現的災難影響，學習到嚴格制度才
可以挽救生命的道理，因此面對疫情時更傾向於放下個
人主義，而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寬鬆和自由文化，在疫情
過後可能會出現重大改變。
事實上，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社會，在今次疫情中
還暴露了自由體制下的懶散和自私作風。回看疫情之
初，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疫情表現出 「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的態度，還早早地從中國撤僑，不但毫無
國際互助精神可言，亦因自身的不作為而錯過了黃金
防疫期。當病毒疫情演變成全球大流行後，歐美等國
又暴露出在危難降臨時各掃門前雪的自私心理。其
實，早在 2009 年北美發生 H1N1 疫情時，美國政府不
僅未對鄰國墨西哥提供支援，亦因沒有做好嚴格防
控，令疫情演變成全球大流行，也造成全球至少數十
萬人死亡。隨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未來國際間的連

接將會變得更為緊密，因此國際社會需要如中國支援
意大利抗疫般的互助與慷慨精神，才可以化解全球性
的危機。

公民社會 的悲歌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肆
虐，歐美已成為病毒大規模爆發
熱點。其中歐洲重災區意大利累
積受感染人數直線上升，死亡個
案已超過中國。更令人憂慮的
是，當意大利政府向歐洲盟友請
求援助時，歐盟各國忙於自保，
無暇支援意大利抗疫，反而是疫
情剛剛受控的中國伸出了援手，
除為意大利提供數以十噸計的防
李秀恒
護物資外，還派遣專家醫療小組
馳援當地協助抗疫。
事實上，在內地疫情出現緩和象之後，中國政府
就開始手制訂對外支援抗疫計劃，不僅向意大利派
出專家組，同時還向伊朗、伊拉克等國派出醫療隊和
送上防疫物資，協助抗疫，網上甚至出現中國將採取
「一省救一國」 的方式，協助有需要的國家抗疫。雖
然中國官方未曾證實 「一省救一國」 行動，但據外交
部公布，目前中國政府已向 82 個國家和世界衛生組
織、非洲聯盟提供援助，其中許多援助物資如口罩、
防護衣物和檢測試劑等，都已送達有疫情的國家。
中國政府的支援行動與當年美國處理 H1N1 大流行
相比，高下立見。《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佛里曼
（Thomas Friedman）撰文指出，此次新冠病毒大流
行，可能會改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及文化。筆者
則認為，今次疫情還可能令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產生

商界
心聲

權力真的
會 使 人 腐
化？在去年
區議會換屆
選舉中，表明要改變社區，強
化服務的一班新任區議員，最
近就鬧出要以政治光譜區分服
務受眾的事件，其中尤其令筆
者感到震驚的，是深水區議
員李文浩和劉家衡在聯合辦事
處外張貼 「藍絲與狗不得內
進」 的告示。
兩位議員在事後似乎都表現
得不以為然，同區具 「泛民」
背景的區議員，亦漠不關心，
政府同樣顯得毫無辦法，這根
本就是 「公民社會」 的悲歌。
筆者建議當日曾投票支持這些
議員的市民大眾，用你們的行
動告知他們以及他們所屬的政
黨、組織： 「他們的言行不代
表我」 。

參政
議政

抗疫加速國際關係變化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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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措施。
在眼下這個抗疫最關鍵時刻，各地政府應同心合
力，對抗致命病毒。但外國和本地有部分別有用心的
政客，不但在這時刻分心搞政治鬥爭，更藉機攻擊中
國。對於不實指控，大家都應嚴厲批評及強烈譴責。
在這個時候挑起政治口水戰，對防控病毒工作亦沒有
任何裨益。
疫情和病毒不分國界及種族，全人類都應加緊合
作，互相幫助，才是世界人民之福。

守法隔離
不可無良
周彤

蘭桂坊水靜鵝飛。
海外港人回港潮帶來第二波疫
情，近日每天染疫個案均雙位數
圖評 增長，市民提心吊膽，政府的抗
疫措施也不得不加辣，甚至宣布
禁止食肆賣酒。再看平日熙來攘往的蘭桂坊，
如今已因曾爆發疫情而人影疏落。市面上，停
業結業的消息不絕如縷，才開始旺一點的餐廳
又變得冷清；已復工的公務員，如今又恢復在
家辦公。甚至 DSE 也延期，復課遙遙無期。人
們都減少社交活動，出去剪髮也提心吊膽，有
人索性不剪了。
疫症到來，全社會都承受痛苦和不便，但我
們相信，只要上下齊心，終會雨過天晴，戰勝
疫情。可是，近日卻發現有回港的市民不乖乖
在家隔離，竟外出吃飯、打球，難道不怕搞到
社區爆發嗎？他們回來，港人承擔爆疫的風險
都向他們打開大門，他們難道不要為全港市民
的安全想一下，稍微忍耐嗎？香港人真的已
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來抗疫，不要這麼無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