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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望在接下來的通關準備工作中，政府可以積極協助兩
地市民團聚，既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將 「港版健康
碼」 的配額預留部分給跨境家庭，更要設立審核機
制，由專人審核一些極為緊急的個案，如跨境探望病
危親人等，通過先行先試讓跨境家庭成員有條件、有
限度地每星期一次或不定期回家與家人團聚，支援他
們迫切的需求。
今次原本是離通關最近的一次，誰知第五波疫情突
然殺到，讓全港措手不及，讓通關希望再次落空。過
去也曾多次傳出 「好事將近」 ，事到臨頭又冒出幾例
確診個案，本地清零紀錄斷纜，通關工作前功盡棄。
可見香港在抗疫方面並非無可挑剔，仍然存在不少漏
洞，政府必須認真審視抗疫的每一個環節，防範任何
可能出現的風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示， 「香
港連續 14 日無本地確診個案才有機會通關，在通關前
沒有任何機制方便市民免檢往返內地」 。簡單來說，
香港目前的當務之急，仍是要聚焦疫情，只要防疫做
得好， 「通關」 自然就來到。

支援跨境家庭

由國泰航空引起的 「望月樓群組」 ，以及近日的
「倉鼠群組」 ，充分暴露了香港在 「外防輸入」 方面
的不足，接下來的關鍵是要總結先前的經驗，讓政策
全面又及時，我們絕不能在同一個地方反覆跌倒。香
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和開放的經濟體系，所耗用的
東西很大程度都依賴進口，病毒源頭百般變化，人
員、食物、貨物、動物等都有可能染疫，病毒從境外
被帶進來的風險非常高。我們必須在 「外防輸入」 上
再多下工夫，加強對進口貨品的源頭管控，收緊對任
何入境人員的強檢措施，嚴格口岸檢驗檢疫，保障全
港健康與安全。

鞏固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早在去年 12 月初政府就已為了通關推出 「港版健康
碼」 讓市民適應，表示初期將實行配額制，以商務先
試先行，名額必定供不應求。然而跨境家庭無法見面
已經成為兩地的民生問題，疫下常見一些感人的社會
現象，例如有分隔兩地的夫婦或情侶，約定時間在深
圳河兩岸對望；亦有跨境司機北上運貨南下，路過內
地家門不能進入，只透過手機溝通；更有在港親人無
法回內地探望年邁的父母……這些家庭團聚的需要，
也要得到充分照顧，抗疫要有力度，也要有溫度。希

在 「內防反彈」 方面， 「安心出行」 是重要工具。
雖說已經擴大了強制使用範圍，但不自覺、不配合的
市民還是不少，例如本月初有政府官員參加的百人生
日宴，竟然有人沒有按規定使用 「安心出行」 ，令市
民震驚又失望。顯然，光靠市民的自律和工作人員的
監管是不夠的， 「安心出行」 的使用仍然存在抗拒
使用、忘記使用、虛假使用等亂象，導致政府無法在
第一時間追蹤並切斷傳播鏈。個人自由和公共利益都
是相對的，如果市民始終不能自覺遵守，那麼為了大
局想，政府有必要研究將 「安心出行」 加入定位功
能，確保每一名市民的出行可以真正安心。
另一個 「內防反彈」 的重要政策，就是 「疫苗氣
泡」 。政府將在2月24日開始擴大範圍，但這中間還有
一個月，按照目前病毒的傳播情況來看，未打針市民在
外用餐的染疫風險很高。參考早就全面實施 「疫苗氣
泡」 的幾個國家，法國政府的獨立顧問機構 「法國經濟
分析理事會」 日前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法國、德國和意
大利實施疫苗通行證後，不但成功提升三國的疫苗接種
率和推動經濟復蘇，亦估計能挽救約6400人的性命，以
及避免再度封城。因此，政府有必要將該措施的生效日
期提前，既可以較好地保護市民在外的健康安全，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勵推動更多市民去接種疫苗，這屬於
更具效益的 「谷針」 方法，我們應該效仿。
「封關」 這兩年，已經導致了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
和社會成本，更有很多市民尤其是跨境家庭，出現心
理焦灼等情緒問題，通關是特區政府的頭等大事。說
到底，香港本身的抗疫表現就是實現通關最重要的因
素。只要香港繼續鞏固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做
好防疫機制和措施的補缺補漏工作，努力提升疫苗接
種率，就能盡快讓第五波疫情過去，齊心協力現實
「通關」 。

必須守住「動態清零」政策
學研社成員 文武
策，堅持 「快、狠、準」 ，爭取盡早地切斷傳播鏈，
撲滅疫情。
Omicron 變種病毒、Delta 變種病毒同時在香港社區
傳播，傳播力強，為抗疫帶來巨大挑戰。抗疫為市民
帶來的不便，以及經濟損失，也令社會情緒波動，民
心不穩，也為推動抗疫措施增加了難度。與此同時，
香港社會上針對抗疫的總體策略思路存在爭議，尤其

第五波疫情發展迅速，葵涌的染疫
個案出現幾何式增長，當局先後圍封逸
學研集 葵樓、映葵樓實行 5 天 「禁足令」 檢測，
同另 4 幢大廈 22 日晚亦進行 1 晚圍封強
檢，餘下 10 座大廈，以及位於中間的葵馥苑兩座警察
宿舍納入強檢名單，總共 3.63 萬人要檢測。疫情已瀕
臨大爆發的邊緣，政府當局必須堅持 「動態清零」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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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商報聯同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國商會、香港專業聯盟、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九龍總商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經貿商會、新界總商會、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
會、香港客屬總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江蘇社團總
會、香港中小企業發展論壇（排名不分先後）等本港各
大 商 會 、 社 團 ， 共 同 舉 辦 的 「 2021香 港 商 界 最 關 注 的
10件大事」評選活動，已正式展開。這次評選活動由萬
通保險獨家冠名贊助。
該項以香港商界關注焦點新聞舉行的評選活動，自

2006年起已連續多年成功舉辦，獲得各大商會、社團支
持，今年再接再厲，參與舉辦的商會、社團增至24家。有
關活動並獲得15家媒體支持，包括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
香港中國通訊社、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日報亞太分社、
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經濟導報、紫荊雜誌社、鏡
報、now新聞台、有線新聞台、橙新聞、《港真》雜誌、思
考香港（排名不分先後）。
今年繼續通過評選活動反映香港商界所思所想、政策關
注、心聲訴求，從而向政府和社會傳遞香港商界的交流與
溝通建立一個平台，令政府和社會各界更加關注商界的訴
求。評選活動雖然以香港商界關注的大事為評選內容，但
亦歡迎香港商報的廣大讀者積極參與投票，並且有獲大獎
的機會。具體參與辦法詳見以下說明。

2021香港商界最關注的10件大事評選
1 新冠疫情踏入第二年 多種變種病毒肆虐
港人同心抗疫成效顯著
2 全年經濟增長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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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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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山莊暴動拜登出任第46任總統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國安法實施第二年 香港由亂及治獲鞏固
港鐵屯馬線全線通車
中共成立100周年

7 習近平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8 港股近30年首加股票印花稅
9 東奧延後一年終舉辦 港隊連獲佳績
10 港府推電子消費券計劃兼推廣電子支付
11 美軍倉皇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重掌政權
12 「債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財通開通
13 中央公布《前海方案》《橫琴方案》
兩場重要選舉順利舉行

14 落實「愛國者治港」

15 林鄭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令人矚目
16 中國載人航天取得新突破
17 中國確定「雙碳」目標和路線圖
18 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中共百年奮鬥
19 「時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動成功舉辦
20 通脹創紀錄 美股創新高

我選的10件大事
（請在方格內填上編號，可少選但不可選取多於10個）

姓名：（請用中文正楷）
身份證號碼：（字母及頭4位數字）
所屬商會：（非商會會員可不填寫）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參加方法：請將表格剪下填好後寄回香港九龍觀塘道
332號香港商報公關部，內地讀者可寄深圳深南大道
6008號印刷樓4樓香港商報辦事處行政部；或登入香
港商報網站www.hkcd.com進行網上投票、香港商報
APP及透過二維條碼以手機投票。
截止日期：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郵件以郵戳為準)；

網站及APP 2022年2月6日(星期日) 截止投票。
揭曉日期：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在
香港商報及網站公布。屆時
將有專函及電郵通知得獎者
領獎詳情。
頒獎典禮：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獎品：
頭獎一名：萬希泉領航系列陀飛輪腕表(價值36,500元)
二獎二名：各得名貴獎品價值15,000元
三獎三名：各得名貴獎品價值10,000元
優異獎十名：各得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現金券價值
1,000元

是對政府的 「動態清零」 的反對意見，為政府的抗疫
工作帶來衝擊。
特區政府一直堅持 「動態清零」 的抗疫政策。所
謂 「動態清零」 並不是要求社區 「零個案」 ，而是
要求在發現染疫個案之後，能夠盡快查出源頭，查
明傳播鏈，果斷採取措施，切斷傳播鏈，達至 「清
零」 的效果。這一抗疫政策講求 「快、狠、準」 ，
集中資源和力量，在疫情大範圍擴散之前，已經能
夠快速地切斷傳播，在最短時間、最小範圍內，控
制住疫情。
過去兩年來，香港在 「動態清零」 方面是有成效
的，不僅能因地制宜，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精準地做
好檢測，而且還利用生活污水的檢測，發現潛在傳播
風險，及早地採取措施，迅速切斷傳播鏈。正因為特
區政府堅持 「動態清零」 ，才能讓香港在過去四波疫
情中化險為夷，令香港成為全球抗疫中成效較佳的地
區。
第五波疫情來勢迅猛，Omicron 和 Delta 變種病毒的
傳播力較之前更強，傳播速度也更快，這無疑令政府
的 「動態清零」 政策面對更大的挑戰，需動用的資
源、人手也將會更多，執行層面也會面對更大的困
難。
在這個重要關頭，社會上反對 「動態清零」 政策的
意見又再次高漲，連一部分深受市民信賴、受到特區
政府倚重的專家顧問，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對 「動
態清零」 政策表示否定，提出 「清零」 近乎不切實際
的論調。作為政府的專家顧問，對 「動態清零」 政策
存有不同看法和意見，在政府內部討論時提出，並無
不可，但在媒體和公共場合提出質疑，則只會造成社
會思想混亂，為政府抗疫增加阻力，削減抗疫成效，
實不可取。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抗疫主要有兩種策略，
一是 「動態清零」 ，二是 「與病毒共存」 。中國採取
的是 「動態清零」 策略，而美國、英國及多數西方國
家則採用 「與病毒共存」 策略。事實擺在眼前，採用
「動態清零」 的中國，抗疫成效最好，人民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受到最好的保障，而美英等國在疫病面前
「躺平」 ，近乎不作為，美國在新一波疫情中，每日
染疫人數超過百萬，因疫病致死亡的人數已達 80 萬之
巨，損失慘重。參考全球抗疫的實際經驗，並結合香
港社會的實際情況，採用 「動態清零」 政策，是最可
取、最負責任的做法。
香港特區堅持 「動態清零」 的抗疫政策，而目前
疫情發展迅速，要做到 「動態清零」 必須動用更多
的社會資源，政府也必須有更完善的抗疫措施。首
先必須要堅持 「快」 ，只有搶在病毒擴散之前切斷
傳播鏈，才能達至 「清零」 目標，逸葵樓發現多宗
確診個案，但政府當局延遲了一天才 「封樓」 ，允
許居民自由出入，這不符合 「快」 的要求，增加了
擴散的危機。
其次是要 「狠」 ，各項措施必須到位，並且要能
切實貫徹執行。逸葵樓封樓，政府須在最短時間內
調集足夠的人手，準備好足夠的物資，提供適切的
服務，照顧好受影響的居民，這才能讓措施落到實
處，達至預期成效。如果措施不到位，拖泥帶水、
漏洞百出，則事倍功半，民怨高漲，政策難有好的
效果。
第三是要 「準」 ，抗疫務求精準，有疫情的地方必
須果斷撲滅，但也不宜不假思索地 「一刀切」 將影響
擴大，引起社會不滿。
香港必須要堅守住 「動態清零」 政策。疫情來勢洶
洶，困難重重，但只要香港市民上下一心，團結起
來，必能達至 「清零」 目標。而且，香港還有國家作
為堅強的後盾，疫病面前不能氣餒，不能鬆懈，堅守
住 「動態清零」 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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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
「公投」
後，台
中市第
二選區
補選和
台北市
第五選
區罷免
案，國
民黨再
度遭遇
雙敗。中二選區立委補
選，民進黨的林靜儀以
7000 多票勝出；顏寬恆在
台中大本營連敗兩次，體
現顏家傳統票倉已然撼
動。台北中正萬華區的罷
昶案，同意票雖遠大於不
同意票，卻因投票率低而
未跨過罷免所需門檻。國
民黨連戰連敗的主因，厥
為自身戰略定位不明及戰
術執行荒腔走板。展望接
下 來 2022 年 底 的 縣 市 選
舉，與 2024 年初的大選及
立委之選戰，國民黨的下
一波危機，恐怕才剛要開
始。
上述兩場同日分別舉
行、但性質並不相同的投
票，藍綠兩黨的操作堪稱
冷熱有別。具體而言，此
次的補選與罷免兩場選
戰，民進黨從頭至尾展現
政黨對決、正面求戰的態
勢，由蔡英文親自領軍，
「府院黨」 大咖齊出，以
近乎打大選的規格，發動
公家機器，傾盡行政資源
投入，全線出擊，非贏不
可，而且是將中二此一席
立委補選視為年底台中市
長選戰的前哨戰來打，即
使台北的罷昶攻防戰打到
最後，也是 「府院黨」 大
軍壓境，儼然操作成台北
市長的前哨戰。此次選舉
也可謂集台灣負面攻擊選
戰之大成，不但公家機器
違反行政中立原則，全面
投入變相輔選，綠媒一面
倒的誇大抹黑被視若無
睹。若民進黨可以一再靠
此種模式勝出，整個台灣
的選舉文化將墮落成抹黑
的大賽。

名家
指點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疫情持續在港肆虐，Omicron 不斷在社
區爆發，封區檢測日日都有，除了本地
經濟再次受影響，近期通關也已無望。
香港、內地居民關係密切，長期出入境
隔離政策嚴重損害了基層市民經濟及家庭生活，社會
必須關注那些在抗疫工作中被忽視的分隔兩地家庭，
在真正實現免檢疫通關前，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和
幫助。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有八成香港市民在內地有親友，
有十萬人每日往返兩地工作、居住或上學等，亦有十萬
個兩地婚姻等待團聚。兩地封關令不少人生活受困，夫
婦、父母、子女分隔兩地近兩年，對身心健康皆造成一
定影響，有市民甚至親人去世亦未能奔喪，不同家庭長
期分隔兩地各有苦況。政府應該成立跨境家庭支援組，
為分隔兩地的家庭提供協助，重視這部分市民的需求和
聲音，尤其可以通過加強市民與內地政府部門溝通的渠
道，協助市民在遇到困難時向內地當局反映及轉介，第
一時間為市民解決問題。此外，政府也應為兩地港人提
供法律、調解服務，以便處理兩地家事、辦證、企業糾
紛及樓宇買賣等法律問題。

熱門
話題

論國民黨兩場選戰失敗之主因

疫情離愁隔斷兩地

http://www.hkcd.com

戰略誤判 失落選戰
由於四項 「公投」 在政黨對決下，國民黨全盤皆
敗，因此對補選與罷免採取避免政黨對決的戰略。
然而，民進黨仍用直球對決，演變的結果即出現國
民黨對於這兩戰採消極態度。換言之，國民黨主張
避免政黨對決，變成訴求尊重在地意見，但這絕非
意味國民黨應該對補選和罷免袖手旁觀或切割處
理。尤其，面對民進黨的濫用行政資源進行抹黑，
國民黨缺乏強而有力的反擊。消長之間，就是補選
與罷免遭到 「雙殺」 。事實上，國民黨這兩場戰役
原本都有勝出的可能，卻因戰略上的誤判而不作
為，結果慘敗，令人惋惜。
先談中二選區的補選。蔡英文此次動員黨政機器
及所有綠媒圍剿顏寬恆，為林靜儀造勢，完全不符
比例原則。最後林靜儀雖勝出，其實是歸因於不對
稱的資源優勢。相對地，國民黨在提名後全程袖手
旁觀，完全交由顏家自己操盤，堪稱戰術上的嚴重
誤判。更糟的是，國民黨坐視顏遭抹黑卻誤以為
「哀兵戰術」 仍有市場，而毫不接戰，可謂無法打
出選戰氣勢，是敗戰主因；再者，迷信顏家地方根
基，更是敗筆。看來派系力量終究不敵政黨優勢，
面對人口流動，傳統派系組織已不足以動員足夠的
選票，來贏得單一選區的立委選舉。顏寬恆二連敗
體現了並非派系組織票完全沒有用，而是派系已不
再是獲勝的充分條件。

國民黨放任黨內一盤散沙
再看林昶佐的罷免案。此案雖未過關，但罷免的
「同意票」 較 「不同意票」 多出 10000 多票，體現
當地民眾的確不滿意林的表現。罷免案未過，主要
是投票率才四成二，選民投票意願太低。主因則是
國民黨的 「自殘式」 操盤所致，藍營不僅內訌，還
為了壓低台中的投票率而刻意在台北也冷漠以對，
造成選民無感。易言之，罷昶本來民意可用，但國
民黨卻辜負了此一形勢，浪費了人心，最後連藍營
基本盤都沒有開出來，讓人質疑黨中央領導力有所
不足，才會放任黨內一盤散沙。
總 之 ， 從 2021 年 底 「 公 投 」 、 中 二 及 罷 昶 等
選戰來看，民進黨已建構以黨政資源強勢壓
陣、媒體助威，並結合網絡聲量的勝選方程
式，選戰操作手法推陳出新，不僅讓蔡英文定
於一尊免於 「跛鴨」 ，更讓有志於大位的中壯
世代奮勇爭先強化戰功，戰力當然愈來愈強。
尤其，民進黨以政黨為核心、以 「抗中保台」
為價值的選戰策略顯然奏效，大大凸顯了由上
而下的動員能力。這個結果將使蔡英文在年底
縣市選舉的人選提名上，更為一言九鼎，影響
所 及 ， 民 進 黨 在 2022 縣 市 選 舉 及 2024 大 選 的 提
名競爭上，蔡英文將掌握主導權。至於國民
黨， 「公投」 敗選後即已成為驚弓之鳥，此回
的罷免與補選堅持不打政黨對決，但朱立倫也
不願親自出場，而可能讓國民黨陷於不利的
「骨牌效應」 中。一言以蔽之，國、民兩黨的
認知差距，決定了此次兩場選戰的勝敗，現在
國民黨馬前失蹄，勢必影響年底縣市選舉，殊
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