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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長者打針 遏低重症死亡率
立法促長者接種疫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形容今次是慘痛經
驗，明白責任在勞福局，承認政府措施慢了一步，將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視及改善措施。特首林鄭月娥
亦承認針對安老院的工作不足。針對院舍長者死亡率
偏高的問題，已經等不及政府的檢討，現在就必須有
具體行動予以補救，一方面應立即引用《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立法強制長者入住安老院舍前必須完成
接種，否則不能入住，務求在最短時間大幅提升長者
接種率；另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支援各院舍加強防疫設
施，包括通風、檢疫設施等，由政府統一安排處理，
在接種及院舍人手上也要加強統籌，盡快遏止院舍爆
疫，切實保障長者生命。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疫情中死亡個案絕大部分是
年邁的患者，年齡中位數超過 80 歲，超過半數居於安
老院舍。當中癥結在於不少院舍長者，由於不同原因

一直拒絕接種，當疫情在院舍出現大爆發後，大批長
者對病毒缺乏抵抗力，加上院舍的防疫設備不足，導
致疫情出現火燒連環船式爆發，死亡率亦大幅上升。
特區政府當前首務是落實 「三減」 ，減低感染、減低
重症、減低死亡，當中長者的救援是重中之重，推動
院舍接種更是主要突破口，必須採取更有力以至更強
制的措施突破當前困局。
院舍長者不少缺乏自理能力，不少決定都由其家人
作主，家人拒絕讓長者接種，在今日疫情大爆發之下
缺乏任何理據，如果擔心疫苗後遺症，現時已有足夠
證據證明疫苗並不存在明顯的後遺症，相反感染對長
者的危害性更大，其家人並沒有拒絕長者接種的理
由。當局一方面應主動聯絡院舍長者的家人，向他們
解釋接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應立法要求長
者在接種後才可以繼續留在院舍，否則他們的家人必
須將長者接回家中照顧。
這樣，長者家人需要自己衡量，是要堅持拒絕讓家中
長者接種，還是將長者接回家中照料。這樣做不是要
「逼」 長者，而是為了其個人安全、院舍安全以及其他
長者安全想，避免院舍存在更大風險。當局應該明確
要求院舍長者在短時間內完成接種，否則便要離開。
香港有約 800 間安老院，每一間都要安排醫生、護
士上門給長者接種，對於人手需求無疑造成較大的壓
力，當局既要主動調配人手，更可以積極尋求內地支

援，派出醫護人員支援院舍的接種工作。另一個人手
問題是照顧員，政府指出目前專為輕症或無症狀長者
設置的兩個暫託中心需要 1000 至 1200 名工作人員，
還有約 800 間安老院也存在人手不足問題，還需要新
增 2000 至 3000 名工作人員。當前主要是雙軌並進，
一方面是通過增加津貼補助，讓現有的工作人員能夠
安心工作，另一方面，向內地直接聘用 1000 名臨時合
約照顧員。

愛國愛港團體力量支援抗疫
其實，特區政府也可尋求愛國愛港的團體及地區組
織支持，他們有不少經驗豐富、有照顧長者經驗的義
工，都希望為香港抗疫出一分力，政府完全可以為他
們提供培訓，讓他們參與有關照顧工作。這不只是為
應對當前疫情，更為香港長遠的安老照顧工作注入更
多新血。中央一直要求動員各界力量抗疫，在人手上
愛國愛港團體完全可以給予支持和援助，關鍵是特區
政府要重視和用好這些資源。
疫情仍在高位橫行，要在短時間內完全遏止疫情並
不容易，當前首要是落實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
原則，大幅降低死亡率，突破院舍長者接種率低的困
局正是重中之重。現時應想辦法、解困局、做實事，
動員一切可用的資源，不要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一
切以抗疫救人為首務。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鄧清河
剛剛過去的個多月，香港疫情發展可
港事 用 「驚濤駭浪」 一詞形容，與日俱增的
講場 確 診 數 、 高 企 不 下 的 死 亡 率 ， 足 見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威懾力。以習近平
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心繫香港同胞安危，對香港抗
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
前壓倒一切的任務，表達了對香港疫情的高度關注和
對香港同胞的親切關懷。在中央援港專家、醫護和本
港議員、義工、市民的互幫互助下，香港疫情逐漸受
控，昨日新增 6981 宗確診個案，是月內第 5 日在萬宗
以下。
用實際行動愛港護港，並非空洞的口號，在危難
時刻，在港多個愛國愛港陣營更挺身而出，不僅組
織會員、義工奔赴前線，為市民提供各種支援和幫
助，而且積極聯絡社區和各社團，組織推動抗疫工
作。筆者所在的社團，自疫情爆發以來，會內仝人
上下一心，善用自身資源及力量，從行動上積極參
加抗疫工作，迅速動員，爭分奪秒。團結各個同鄉
會和鄉親齊心抗疫，捐款捐物，出錢出力，充分展

現社團愛國、愛港、愛鄉的擔當精神和義無反顧、
勇往直前的責任和使命感！堅持以 「支持面廣、針
對性強」 為原則，高效開展工作。第一，積極響應
並配合特區政府的號召，組織義工隊伍前往各社區
中心，協助包裝快速測試盒。第二，開展 「齊獻愛
心」 捐款活動，以及 「齊心抗疫」 派發活動，向鄉
親會員免費派贈防疫茶、快速測試盒、醫療券等抗
疫物資，同時建立 「抗疫微信互助平台」 ，為有需
要的鄉親會員提供在線諮詢、防疫科普等服務，對
確診會員亦予以資助。第三，馳援香港社會的防疫
工作，與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合作，關愛香港社
區；定向支援地區工作，捐贈抗疫物資，關愛弱勢
社群，助力香港社區防護。第四，到皇后山臨時檢
疫中心、消防救護學院、警署等慰問前線人員及舉
行方艙送暖大行動，捐贈抗疫物資支援粉嶺方艙醫
院。同時，全面做好會內的疫情防控，呼籲鄉親會
員做好個人防護工作、緊守各項防疫措施。嚴峻的
疫情之下，同鄉社團義工毫不畏懼，號召之下一呼
百應，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冒感染風險為鄉親、

市民提供幫助。他們懷愛國愛港的信念、崇高的
奉獻精神，主動請纓守護香港。同時，我們也見到
疫下大批議員親上前線，為市民提供幫助。愛國愛
港陣營用實際行動告訴全港市民，誰才是真正的愛
港者、建設者、守護者。
疫情緩和、確診數下降只是抗疫勝利的第一步，香
港社會發展、經濟恢復依然需要做好打 「持久戰」 的
準備。我們常說 「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疫情
下，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承擔主體責任、愛國愛
港地區力量參與的局面，比任何口號都有力量，能夠
用實際行動促進民心回歸、社會團結。這場 「持久
戰」 想要勝利，離不開中央的領導和支援、特區政府
的科學部署、社會各界的愛心善舉、前線抗疫人員的
日夜奮戰和全港市民的積極配合。近日，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明確要求，要圍繞 「三減三重一優先」
的工作重點有序鋪排下一階段的抗疫工作。香港想要
打贏這場硬仗，要堅持 「動態清零」 不動搖。希望大
家保持抗疫信心、切莫鬆懈，一起 「守得雲開見月
明」 。

港府應為港青提供發展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 吳傑莊
隨全球一體化的發展，以及互聯
網的普及，全球的競爭都較以往為
大，包括香港的青年人，今日要面對
的是來自全球青年人的競爭。筆者認
為，政府須為青年人提供機會，當中包括培訓機會及
創業發展的空間，同時，為青年人融入國家發展，創
造更好的條件，讓青年人看到他們的希望。
今時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將今日的青年人與父輩年輕
時的表現相比較。筆者認為，我們父輩所在的1960至80
年代之社會環境，與今日完全不一樣；當時的香港青年
人，可以不問出身，只要肯拼搏，自然就可以 「出
頭」 ，這種社會環境及土釀，造就了上一輩的 「獅子山
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社會資訊並不發達，香港
人面對的競爭，只來自香港及鄰近地區，而香港經濟當
時正處於 「起飛」 階段，甚至可以說遍地機會。
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互聯網的普
及化，帶來的除了生活上的便利、經濟全球化發展以
外，亦帶來了全球的競爭。今日的年輕人，他們的競爭
不但來自香港，還面對全球的競爭，可想而知，現在的
香港年輕人面對的競爭壓力，已經不能與往日相比較。

參政
議政

積極為自己訂好人生規劃
當然，年輕人本身的心態亦十分重要，他們如果抱
的是積極、正向的態度，為自己訂好人生規劃，然
後鍥而不捨地朝目標前進，始終都會取得一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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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2020
年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且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3.5条「上市公司股票因
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发布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发布2
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海航控股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披露第三
次风险提示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21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正值，预计为950,000万元至1,120,000万元，该情形预计不属于《股票上
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股票被终止上市情形。同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已针对公司于2021年
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正值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
●因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目前，普华永道已启动对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工
作且在推进中，最终审计意见尚不确定，因此，如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1月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因公司2020年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且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叠

功。相反，如果抱這幾年出現的 「躺平」 態度，經
常抱怨這、埋怨那，最終只會一事無成。筆者認為，
要做好青年人工作，政府須為青年人提供發展機會，
包括培訓機會、發展空間，最終來說，是要給予他們
希望。
政府須從教育層面，特別是基礎教育的層面，培養
好青年學生的正向價值，建立好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同時，更要做好國民教育及身份認同的工作，讓青年
人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國家現在的發展路向，有充分
的認識和了解。
另外，高等教育體系，須與時並進，根據世界潮
流，以及香港本身的市場需求，設計好課程，為青年
人提供具競爭力的課程。舉例說，香港近年已投入相
當多資源在創新科技方面，不過，大部分都是硬件方
面的投入，在人才方面，政府還須加一把勁，包括培
養本地青年，以及吸引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
國家在 「十四五」 規劃中，明確香港定位是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香港根據自身發展的優勢，可加強生命
科技、數字經濟等方面的研發，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
人才。筆者認為，推動有關方面的工作，必須由政府
做好統籌事宜。
另一方面，香港必須利用好 「一國兩制」 的優勢。
事實上，國家亦十分關心香港青年人的成長，不斷推
出優惠措施，協助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在內地創業。
香港青年人對內地相關的政策措施，未必十分了解，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21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正，预计为950,000万元至1,120,000万元，该情形预计不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1月修订）第9.3.11条规定的股票被终止上市情形。普华永道已
针对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正值的情况出具
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披露的《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中于2021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余额为正值情况的专项说明》。
因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目前，普华永道已启动对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工作且
在推进中，最终审计意见尚不确定，因此，如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
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
据、审计意见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其他事项及风险警示
（一）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触发了「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
应情形，该事项不涉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规定的股票被终
止上市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继
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编号：临2021-044）。
（二）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2月
7日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临2021-094）。目前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31日

這方面，特區政府以及香港青年團體都可以多做解說
工作，為他們提供到內地發展的機會。筆者相信，以
香港青年人的靈活變通，自然會從中抓到機會，成就
自己的故事。

中央援港「滿月」
各項支援充滿大街小巷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葉順興
上月中旬，習近平總書記就支援香
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
體責任，提出三個 「一切」 、兩個
「確保」 ，即 「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
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
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
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
支持和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
一個月後的今日，中央的支持與關懷充滿香港的大
街小巷。大到社區隔離設施，小到港人餐桌上的一葷
一素，令我們切實體會到祖國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
中央援建社區隔離設施，最先交付的青衣方艙醫院
用時僅 7 天竣工，建築人員加班加點趕工，希望能盡
快讓輕症患者住進來，保障他們及家人的生命健康。
愈來愈多的社區隔離設施成功交付，將會有 20000 個
床位投入服務。
第五波疫情初期，香港出現 「天價菜」 、 「貴價
肉」 ，中央不斷增加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供
應；市民爭搶藥物至脫銷，中央捐贈大批抗疫中成
藥；日前特區政府將物資需求以清單形式提交中央相
關部委，中央照單全收，提供醫院病床、空氣淨化
機、口罩及快速測試盒等物資，中央多管齊下保障港
人 「菜籃子」 、 「藥箱子」 。
中央開通跨境陸路、水路、鐵路，確保為香港 「雪
中送炭」 不受阻。廣東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積極與香
港展開對接工作，終於，供港物資穩定、本港市場穩
定，民心亦穩定了。
醫療人手不足，中央派出內地醫療團隊，陸續分批
抵港協助治療新冠病人。確診數字居高不下，香港的
醫療系統早已超出負荷，前線醫護人員承擔極大工
作壓力。內地醫護人員來到香港，迎接他們的又何嘗
不是高強度的工作和巨大的壓力呢？但他們毫無怨
言，一心只為幫助香港迅速控制疫情，降低感染率、
重症率、死亡率。
以上來自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相信無須多言，足以
讓千千萬萬的香港兒女深受感動！

長話
短說

周八駿

以實際行動愛港護港共渡疫情難關

香港與國家一起應對美西方外資撤離

在第五波疫情之下，安老院舍是一個
重災區，由於院舍的防疫設備及資源不
足，加上長者接種率偏低，導致疫情在
院舍出現大爆發，至今奪去逾 3700 名院
舍長者性命，有不少長者甚至在入院之前已經死亡，
黑箱車直接到院舍接走遺體，安老院界形容情況 「災
難」 。

烏克蘭
危機惡化
為俄烏衝
突後，世
界百年未
有之大變
局進入新
階段——
「新冷戰」
與「熱戰」
相交織。
美國在
加劇與中國 「新冷戰」 的
同時，策動烏克蘭人民當
炮灰，與俄羅斯進行 「熱
戰」 。
金融資本流動性高，也
最敏感。3月17日至3月23
日，從 「中國股票基金」
淨流出的資本達25.26億美
元（約折合197億港元）。
「中國股票基金」 包括 A
股基金和以 MSCI 中國指
數為基準的基金。幾乎同
時，3月1日至25日， 「滬
深股通」 淨流出635.7億元
人民幣，是 2020 年 3 月以
來最多的一個月。
國際金融協會(IIF)稱，
俄烏衝突發生後，外資以
前所未見的規模流出中
國。據國際金融協會專家
和若干美西方媒體分析，
這是美西方資本改變了對
中國經濟和中國市場的看
法。
筆者比較同意另外一些
美西方媒體的判斷，美西
方不僅金融資本而且實業
投資開始打算撤出中國，
同他們開始擔心中國將如
俄羅斯般遭美西方制裁有
頗大關係。
3 月 17 日，香港的歐洲
商會發表調查報告稱，近
半數在香港設點的歐洲公
司考慮 2023 年全部或部分
撤離香港。主要理由是特
區政府採取類似中國內地
的嚴格防抗新冠疫情措
施。

鑪峰
遠眺

何子文
熱門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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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看長遠發展

3 月 21 日，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宣布，從 4 月 1 日
起，逐步放寬抗疫措施，
包括暫緩全民強檢、解除
美英等九國禁飛令、3個月
分3個階段放寬社交距離限
制。
3 月 26 日，行政會議召
集人陳智思在香港電台一
個節目中稱，他支持特區
政府從4月1日起取消美英
等九國禁飛令，但能否足
以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要看往後發展，香
港長遠不能持續現行隔離
檢疫的做法。陳智思表
示，自 Omicron 引發疫情
後，很多地方已逐步開
放。香港與大中華和大灣
區有關的企業，遷離香港
機會不大。但是，跨國企業以香港為亞太區總部，需
要經常來往東南亞、日韓和澳洲等地。過去幾個月，
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企業已從香港遷至迪拜、
新加坡等地，相信它們重返香港的機會較微。

批評香港抗疫是政治考量
拿抗疫說事，是聰敏的。商人一般不會把政治考慮
宣之於口。其實，當今世界，中國的 「動態清零」 與
美西方的 「與病毒共存」 兩大抗疫模式之較量，本質
上是兩種制度和文明之比較。嚴格而言，香港特別行
政區抗疫是左搖右擺，企圖找到折中的方法。即使如
此，美西方商界及其香港認同美西方抗疫模式者，仍
然不滿香港抗疫安排。他們名義上批評香港抗疫過
嚴，實質是批評中國的制度和文明。已經和打算撤離
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美西方資本，根本考慮是中國與美
西方關係。
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反覆強調中美合則兩
利、鬥則俱傷。但是， 「樹欲靜，風不止」 。美國全
面遏制中國，旨在阻撓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西方其他一些國家未必對中國存有不兩立的心
思，但是，一旦美國與中國全面脫，西方大多數國
家會主動或被動地跟美國走。
3 月 17 日、24 日，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先後兩次發表聲明，稱與中國監管當局就中
概股審計問題達成協議仍言之尚早。PCAOB 強調，
美方完全取得中概股審計底稿這一點 「不容談判」 。
如果中美雙方今後取得任何協議，只是解決審計問題
的第一步，其後須展開相關調查工作，以確保協議得
以落實。假如審計協議最終未能切實執行，在美國上
市的中概股還是可能需要除牌。3月24日，PCAOB公
布，新增一家中概股列入有除牌風險的初步名單。
建立正確的戰略判斷，做出正確的戰略部署，至為
重要。在重大戰略判斷和部署上，任何失誤甚或遲
疑，都將帶來巨大甚至難以彌補的損失。
當然，在具體安排上，近期，適當放寬抗疫措施
以爭取美西方跨國公司繼續在中國包括香港做生
意。中長期，無論內地金融市場還是香港金融市
場，無論內地實體經濟還是香港實體經濟，都必須
制訂並及時執行應對美西方資本（包括金融資本和
實業投資）撤離內地和香港的方案。中資在香港壯
大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