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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媒稱，美國最新一份
全國民調顯示，選民對川普抗擊新冠肺炎
的工作支持率不斷衰減。而英國牛津經濟
諮詢公司公佈的選舉模型則預測，川普將
因經濟衰退而敗選。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網站 5 月 21 日
報導，當地時間20日，昆尼皮亞克大學公
佈的民調結果顯示，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
登在11月大選中對川普的領先幅度拉大到
11個百分點，即50%的全國登記選民會投票
給拜登、39%會投票給川普。該大學4月的
調查中，49%的受訪者支持拜登、41%支持

川普，如今兩人的差距繼續擴大。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網站 5 月 20

日報導，美國經濟已從川普最大的政治資
產變成了他最大的軟肋。當地時間20日，
英國牛津經濟諮詢公司公佈的全國選舉模
型預測，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衰退將導致
川普在11月遭遇“歷史性失敗”。

據介紹，該模型使用失業、可支配收
入和通脹數據預測，川普將一敗塗地，只
獲得35%的普選票。這與危機前川普將贏得
約55%普選票的預測結果相差懸殊。

民調民調：：拜登對川普民調領先優勢擴大拜登對川普民調領先優勢擴大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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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紀念在無數次戰疫中陣亡的美軍將士們
的國殇日即將來臨，我們也正面臨全國有史
以來這場無聲的新冠病毒的戰爭，遺憾的是
，我們還未看到戰爭勝利的曙光。

川普總統昨天在參觀密西根州福特廠時
，在公開場合只有他自己未戴口罩，該州撿
察總長尼沙公開表示，由于總統不尊重密西
根之法律及人民，他已被列爲不受歡迎的人
物。她說；“依照州法規定，所有州民在室
內必須戴口罩。” 她也准備向福特公司查詢
爲何總統在汽車工廠內未戴口罩，根據福特
公司之答複，他們曾經要求白宮在廠內必須
罩上安全帽及口罩，但白宮有自己一套安全
防護措施。尼沙還說：“我們真是感到恥辱

，有這麽一位美國總統。”
當總統選舉之戰火已經開始，民主和共

和兩黨在今年十一月之大選有著巨大之變數
，本來以爲勝券在握的川普總統，遇到了近
代史上最大的病疫挑戰，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之全國民調已經領先川普， 如果就在今天投
票，他定敗選無疑。

正值國殇日前夕，我們在追念無數爲國
捐軀之將士官兵，也要面對新冠疫情正在不
斷肆虐的國家，每天有數以千計的同胞失去
了寶貴生命，我們熱切期盼執政當局應爲蒼
生之苦爲念，去除諸多政治語言和口水戰，
才是人民之福。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2222//20202020

As we commemorate our soldiers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on the upcoming
national Memorial Day, we are still
battling another enemy, the invisibl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r.

When President Trump visited the Ford
Motor Company plant in Michigan
yesterday, he didn’t wear a mask at
the plant. Michigan Attorney General
Dana Nessel said the President is
incredibly disrespectful to the
citizens of Michigan and we
no longer welcome him to
come to our state. She said
that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a new president soon enough
who does respect people
more than this president doe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starting across the nation
today. According to the
newest poll, President Trump
is behind Joe Biden. Both
parties are struggling to gain

votes in key states such as Michigan
and Ohio. Because of political reasons,
the candidates will use every possible
way to win.

We are so disappointed in our country
where men and women are still suffering
the devastation of the pandemic and
fighting every day for their lives. We
need real leaders to lead the country out
of the woods of despair.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Sadness Of Memorial DaySadness Of Memorial Day

國殤日的悲哀國殤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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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即將卸任韓國第20屆國會議長的
文喜相在韓國國會舉行記者會表示，按照文在寅的
性格，不可能特赦朴槿惠、李明博兩位前總統。
文喜相表示，第21屆國會要強調執政黨和在野黨的
合作。而且對於兩位前總統（朴槿惠、李明博），
是時候要認真考慮了。也就是說，執政黨及文在寅
不用再擔心赦免樸李二人會出現什麼問題。當然，
決定特赦誰是（現任）總統固有的權限。我很清楚
文在寅總統的性格，參照他以前給盧武鉉總統擔任
民政首席秘書時的態度，估計不太可能特赦朴槿惠
和李明博。

文喜相還表示，（韓國）所有領導人新上任後

都會進行積弊清算，但始終堅持積弊清算，會讓人
覺得是政治報復。一旦形成這種局面，政府會失去
改革的動力，因此第21屆國會要選擇大膽地相互合
作。

文喜相又表示，為了不再出現“秘線實勢”
（韓文直譯，這裡指崔順實等）壟斷國政（閨蜜干
政）的弊端，我們要防止出現集權制“帝王總統”
。因此韓國也要嘗試走向內閣制。

文喜相曾先後輔佐過金大中、盧武鉉兩任韓國
前總統。 1992年在韓國第14屆國會成為國會議員，
此後累計擔任過6屆國會議員。

奧運會明年無法如期舉行將被取消奧運會明年無法如期舉行將被取消？？
東京奧組委東京奧組委：：尚未達成尚未達成““共識共識””

韓國會議長韓國會議長：：按照文在寅的性格按照文在寅的性格 不可能赦免朴槿惠和李明博不可能赦免朴槿惠和李明博

（綜合報導）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日前接受采訪時表示，若
延期一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在2021年仍無法舉辦，那麼將被取
消。

今年3月，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共同宣布，受疫情影響，
原定於今年7月開幕的東京奧運會推遲一年至2021年7月23日開
幕。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月表示，除非新冠病毒得到控制，日
本將不能舉辦綜合性體育賽事。對此，巴赫也表示理解。

“很坦率地說，我對此有一些理解，因為你不可能永遠在組
委會僱傭3000或5000人。”巴赫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
，“你不可能每年都改變所有主要單項聯合會全部的全球賽事計
劃，你也不可能讓運動員一直處於不確定性之中。”

巴赫表示，國際奧委會致力於明年舉辦東京奧運會，但與此
同時，也不得不考慮不同的方案，比如隔離運動員。

“這對奧運村的生活意味著什麼？”巴赫說，“所有這些不
同的方案都在考慮範圍之內，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是一項艱鉅的
任務，因為有太多不同的選擇，以至於現在無法輕易決定。”他
還表示， “當我們對2021年7月23日的世界情況有清晰的認識
時，我們將做出正確的決定。”

巴赫當天也否定了奧運空場進行的可能，他表示，這不是他
想要的。 “因為奧林匹克精神也關乎團結粉絲，粉絲在奧運場
館裡，才讓奧運會變得如此與眾不同，來自全球各地的粉絲需要
在一起。”
並未達成共識

就在巴赫的說法發表後不久，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
郎卻在昨天表示，關於明年奧運會無法舉行就會取消的說法，並
非是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之間的共識，他也不認為國際奧委
會主席巴赫會取消奧運會。

其實，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上個月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被
問到同樣問題，他曾明確回答：“不會（再次延期），到那時會
直接取消。” 不過，武藤敏郎當天在線上記者會上說，東京奧
組委已經註意到了巴赫的說法，但還需要與他直接對話來證實他
的看法。武藤敏郎認為，巴赫和森喜朗的說法並非是兩個組織之

間的“共識”。
他說：“森喜朗主席當時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具有堅強的心

態，那就是積極準備奧運會，爭取在2021年成功舉辦。巴赫主
席其實在很多場合都曾表示過，距奧運會開幕還有一年多時間，
我們應該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奧運會的如期舉辦。”

據悉，由於東京奧運會的推遲及其造成的影響，國際奧委會
已決定承擔最高達8億美元的經濟開支。這8億美元分為兩個部

分，其中的6.5億美元將用來支付東京奧運會推遲所造成的額外
組織費用，另外的1.5億美元將作為對整個奧林匹克運動的支援
，提供給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國家（地區）奧委會及其他國際
奧委會認證的體育組織，幫助其渡過經濟上的難關。 “到了決
定的時候，我想請大家給我們更多的時間，與運動員、世界衛生
組織和日本的伙伴進行磋商。”巴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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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歐洲藥品管理局：
新冠疫苗可能1年後制成
綜合報導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稱，新冠病毒可能會像艾滋病

毒壹樣永遠無法消滅，人們必須學習與之共存。另壹方面，歐洲藥品管

理局表示，在樂觀的情況下，新冠疫苗可能在1年後制成。

據報道，世衛組織公共衛生緊急計劃執行主任邁克爾· 瑞安(Mi-

chael Ryan)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會在我們的社區中成為另壹種流行病毒

，永遠不會消失。

瑞安指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毒雖然並未消失，不過我們已

經接受了這種病毒。新冠病毒揮之不去的可能性，讓各國政府必須在抑

制疫情與恢復經濟運作之間拿捏平衡之道。

當地時間14日，歐洲藥品管理局表示，根據現正進行的試驗數據，

在樂觀的情況下，新冠疫苗可能在1年後制成。

歐洲藥品管理局生物健康威脅暨疫苗策略部門負責人馬可· 卡瓦列

裏(Marco Cavaleri)說，若壹切照計劃進行，那麼某些備選的新冠疫苗，

可能會在1年後制成以待核準上市。

卡瓦列裏表示，這些只是根據現況的預測，也是最理想的情況。人

們知道，並非所有研發中的疫苗，都能獲得核準。人們也知道，時間可

能會延後。

拉美新冠疫情快速蔓延
巴西病例數升至全球第四

綜合報導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新冠疫情16日仍處於快速上升階段。

巴西累計病例數已超過西班牙和意大利，位列全球第四。泛美衛生組織

主任卡麗薩· 艾蒂安警告，目前加勒比地區國家紛紛計劃開放邊境迎接

遊客，但應做好應對疫情二次暴發的準備。

據數據，在過去24小時內，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4919例，累計

達233142例，確診數超過西班牙和意大利，位列世界第四。與此同時，

巴西新增死亡病例816例，累計達15633例。

智利衛生部16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15日 21時，該

國新增確診病例1886例，累計確診41428例；新增死亡27例，累計死

亡 421 例；累計治愈 18014 例。智利首都聖地亞哥 15日 22時起開始

“封城”，約1.4萬名軍警16日出動，維護隔離期間秩序。由於首都

重癥監護病床床位緊張，衛生部通過向外地轉運病人和升級改造病

床等方式來保障醫療系統能夠應對患者增加帶來的壓力。

厄瓜多爾衛生部16日宣布，該國當日新增確診病例1256例，累計確

診32723例；新增死亡94例，累計死亡2688例。厄總統莫雷諾宣布將開

始疫情期間第二階段家庭保護應急補貼的發放。全國55萬個低收入家庭

可以領取每家120美元的現金補貼。國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政府提交的人

道主義救助法案，旨在促進社會團結、救助弱勢群體、維持就業並重啟

經濟。

阿根廷新增確診病例327例，累計確診7805例；新增死亡7例，累

計死亡363例。從16日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允許未成年人周末每天

外出散步不超過1小時。

截至16日，秘魯累計確診88541例，累計死亡2523例，累計治愈

28272例；墨西哥累計確診47144例，累計死亡5045例；哥倫比亞累

計確診14939例，累計死亡562例；多米尼加累計確診12110例，累計

死亡428例；巴拿馬累計確診9449例，累計死亡269例；古巴累計確

診1862例，累計死亡79例；哥斯達黎加累計確診853例，累計死亡10

例。

意大利總理簽署重啟經濟防疫法令
衛生部頒布實施

綜合報導 根據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

簽署的《重啟法案》，意大利總理孔特

17日簽署了第二階段重啟經濟社會活動

最新防疫法令，該法令有效期為5月18

日至6月2日。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托·

斯佩蘭紮已下令頒布實施。

據報道，重啟經濟社會活動最新防

疫法令共11款。

第1款規定，從5月18日起取消禁

足令，民眾可以乘坐公共或駕駛私人交

通工具在大區以內自由外出。6月2日前

禁止跨大區活動，特殊情況離開所在大

區或出國需自我聲明。確診患者、疑似

病例被通知居家隔離者，以及體溫超過

37.5度者，必須留在家中。

第2款規定，民眾在封閉環境中至

少保持1米距離，外出需根據地方政府

法令選擇佩戴口罩。禁止聚會和隨意邀

請客人到家中做客，嚴禁多人聚會。

第3款規定，6月3日前嚴禁跨大區

非緊急情況探親訪友，大區間接壤地區

的民眾，在幾公裏範圍內可允許探親訪

友，具體情況須遵循各大區政府的決定

和法令。

第4款規定，6月3日前，居住在國

外的意大利公民或具

有意大利居留許可的

外國公民，特殊情況

下可從國外返回意大

利，但需進行14天隔

離。從6月3日開始，

從歐洲國家均可自由

返回意大利。

第5款規定，意大

利6月3日開放邊境口

岸後，民眾可以自由

前往向意大利開放旅

遊的國家旅行。

第6款規定，商店5月18日恢復營

業後，須限制進店人數，工作人員和顧

客均須戴口罩。購物中心、大賣場、餐

廳入口處須限制人流，並設定單向顧客

進出口。餐廳座位至少保持1米社交距

離。

第7款規定，理發店、美容院等場

所的服務必須提前預約，並按約定時間

服務。

第8款規定，健身房和遊泳池將於5

月25日開放，教練必須與學員保持2米

的距離來進行訓練。禁止團隊運動或類

似武術、柔道等與人接觸的運動項目。

第9款規定，民眾去沙灘享受陽光

或體育鍛煉，應保持安全距離，並遵循

地方政府的規定和法令。

第10款規定，公園、花園、海灘遊

樂場所的開放時間由地方政府決定，並

制定相應規則。夏令營等活動將從6月

15日起開放。

第 11 款規定，影劇院將於 6月 15

日開放，但須嚴格限制安全距離，設

人員單向進出口。室內電影院或劇院

最大容量為200人，室外場所不得超過

1000人。

英大臣稱新冠疫苗研制進展順利
將再投8400萬英鎊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

商務大臣夏爾馬說，如果試

驗成功，計劃將在9月之前向

3000萬人推出壹種新冠病毒

疫苗。

夏爾馬在唐寧街的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牛津大學尋

找有效藥物的工作“進展順

利”。但是他指出，目前政

府已經在英國投入了超過2.5

億英鎊用於開發新冠疫苗，

還不能確定是否會找研發出

這種疫苗。

夏爾馬說：“為了徹底

戰勝這種疾病，我們需要找

到壹種安全可行的疫苗。”

他表示，在上個月成立壹個

新的疫苗工作組，以協調政

府、學術界和產業界在尋找

疫苗這壹關鍵任務中的努力。

他補充說：“牛津大學

疫苗的第壹次臨床試驗進展

順利，所有第壹階段的參與

者都在本周早些時候按計劃

接種了疫苗。”

夏爾馬還表示，倫敦帝

國理工學院正在“取得良好

進展”，並將考慮在6月中旬

開始疫苗的臨床試驗，在10

月進行更大規模的試驗。

到目前為止，英國政府

已經在兩所大學的疫苗項目

上投資了4700萬英鎊。夏爾

馬宣布將追加8400萬英鎊的

新資金，“以加速他們的工

作”。

夏爾馬說，制藥巨頭阿

斯利康與牛津大學和英國政

府敲定“全球許可協議”，

這意味著，如果疫苗試驗成

功，阿斯利康將在9月為英國

提供3000萬份疫苗，總共供

應超過1億份。

夏爾馬還宣布，英國首

個疫苗制造創新中心預計將

於2021年夏季開放，比計劃

提前壹年，此前該中心獲得

了額外的9300萬英鎊政府資

金。

但是，由於不能成功保

證研發出疫苗，夏爾馬也強

調有必要研究其他藥物治療

新冠病毒感染者。他報告說

，已經有六種藥物進入了初

步的臨床試驗，如果效果良

好，還可以擴大試驗範圍。

紀錄片助攻！
喬丹戰靴以56萬美元的破紀錄價格售出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籃

球巨星邁克爾· 喬丹的個人紀

錄片《最後之舞》在疫情期

間播出，掀起了壹波熱潮，

還連帶拉升了喬丹珍藏品的

價格。據報道，最近壹雙

“Air Jordan 1”球鞋在蘇富

比拍賣時，以56萬美元的破

紀錄價格賣出，比原紀錄高

出超10萬美元。

據報道，這雙喬丹 1984

年到 1985年的菜鳥球季實穿

戰靴，兩腳尺寸

不同，左腳是

美國尺碼的 13

號，右腳是 13

號半。原本的

收藏家蓋勒(Jor-

dan Geller) 是 在

2012 年 收 購 ，

他稱進行拍賣

是因《最後之舞

》熱播的緣故，

他說：“我決定

出售，因為現在

就是對的時機。”

原本，史上拍賣價格最

高的運動鞋是耐克1972年奧

運的“登月鞋(Moon Shoe)”，

2019年以43.75萬美元拍出，

喬丹戰靴拍賣價格遠高出

12.25萬美元。

蓋勒雖沒透露8年前，以

多少價格購入這雙鞋，但報

道稱，他肯定是這波紀錄片

熱潮的獲利者。

在《最後之舞》首播前

，喬丹1992年“夢幻隊”奧

運戰袍也在拍賣網站出售，

起標價是2.5萬美元，經過54

次競標，第壹集播出日以21.6

萬美元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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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的“變”與“不變”
兩會車

隊抵達。戴
着口罩的委

員們下車穿過空曠的天安門廣場、有序排隊進入
大會堂。新聞發佈廳內，第一場“委員通道”採
訪正在進行，王辰院士等受訪委員面前沒有了密
密麻麻的“長槍短炮”，他們正和十幾公里之外
的分會場記者通過網絡視頻展開連線……

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背景下，此次全國兩
會出現了諸多新的變化。“變的是形式，不變的
是使命和責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文聯主
席奚美娟在兩會日記中寫道，從全國人大代表到
全國政協委員，赴京開兩會的經歷已近20年，今
年是最特別的。諸多的不同尋常是今年兩會最大

的特點，同時也對她的履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央視主播白岩松委員也表示，很多代表委員更加
重視此次兩會，除了原來準備的提案議案，還因
應疫情中出現的新情況增加了新的建言，“我的
提案除了職業教育、大學生實習改革外，還特別
增加了‘重大突發事件中公益慈善機構如何更快
啟動應急響應機制’的提案。”

的確如此。是次全國兩會，適逢決勝全面
小康、決戰脫貧攻堅年和“十三五”規劃收官
之年，又遭遇新冠疫情衝擊全球、國內經濟面
臨下行壓力、外部環境風雲變化的特殊背景，
中國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今年，經濟社會發
展如何實現預期目標、脫貧攻堅如何啃下最硬
的骨頭、“六穩”“六保”如何落到實處、在

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後如何補齊公共衛生短
板、新形勢下港澳地區如何實現長治久安、如
何穩妥應對國際政治變局……數千全國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身負十四億人民重託，需要圍繞
這些重大課題參政議政，獻計獻策，肩上的職
責可以說比往年更為沉甸甸。

疫情“加試題”突如其來，兩會形式主動變
陣，但兩會作為凝聚國家意志的政治功能一以貫
之，代表委員為人民鼓與呼的初心不改，為改革發
展多進諍言、多謀良策、多出實招的責任擔當始終
未變。在這“變”與“不變”之間，折射的是一個
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應變智慧、理性觀念、法治精
神和政治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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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民族復興最大政治共識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 汪洋作常委會工作報告

汪洋談委員履職擔當
◆要強化責任肯擔當，堅持為國履職、為
民盡責。不存旁觀之心、不為消極之
舉、不圖名利之得，自覺投身凝心聚
力、決策諮詢、協商民主、國家治理第
一線，成為民族復興的正能量。

◆要提高能力善擔當。加強理論學習，建
設“書香政協”，促進增強政治把握能
力、調查研究能力、聯繫群眾能力、合
作共事能力。

◆要模範帶頭真擔當。做到政治立場不含
糊、政治原則不動搖，關鍵時刻靠得
住、站得出、敢發聲。影響帶動所聯繫
的界別群眾一道前行、共同進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馬靜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

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2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

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要在愛國主義、社會

主義旗幟下，把共同目標作為奮鬥動力源和方向標，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致力凝

聚海內外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大政治共識，努力畫出最大同

心圓、形成強大向心力。

今年六方面主要工作
◆強化思想理論武裝

◆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履職盡責

◆做好大團結大聯合工作

◆改進人民政協對外交往

◆深化人民政協理論研究

◆完善人民政協工作制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去年提案工作報告
◆提交提案5,488件，立案4,089件，交
175 家承辦單位辦理，均已按時辦
結。

◆在經濟建設方面，圍繞推動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促進
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提出提案1,756
件。

◆在政治建設方面，圍繞發展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推進依法治國等提出提
案。

◆在文化建設方面，圍繞繁榮發展社會
主義文藝、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改革發展等提出提案。

◆在社會建設方面，圍繞精準脫貧、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提出提案 1,185
件。

◆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圍繞打好污染
防治攻堅戰，健全生態環境保護制
度、構建完善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等提
出提案。

◆就維護香港澳門地區繁榮穩定、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擴大對外友好交
往等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新華社新華社

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內燈光璀璨，氣氛莊
重。懸掛在主席台正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會徽熠熠生輝，十面鮮艷的紅旗分列兩側。據
新華社報道，這次大會將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
標任務，組織全國政協委員積極履職盡責，匯聚起
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智慧和力
量。

堅持大團結大聯合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

黎、劉奇葆、帕巴拉·格列朗傑、董建華、萬鋼、
何厚鏵、盧展工、王正偉、馬、陳曉光、梁振
英、夏寶龍、楊傳堂、李斌、巴特爾、汪永清、
何立峰、蘇輝、鄭建邦、辜勝阻、劉新成、何
維、邵鴻、高雲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
座，祝賀大會召開。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應出席委員2,151
人，實到2,057人，符合規定人數。

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向大會報告工作。汪洋在部署開創新時代人
民政協工作新局面時指出，要深入做好凝聚共識
工作。

汪洋指出，凝聚共識不是無區別的強求一
律，而是有方向的啟發引領；不是單向度的灌輸
說教，而是互動式的協商討論；不是表面的附和
敷衍，而是內心的深刻認同；不是快餐式的立竿
見影，而是長期性的潤物無聲。

汪洋強調，要不斷通過加強學習明共識、協
商交流聚共識、團結—批評—團結增共識。要增
強工作實效性，針對難點、熱點、焦點問題和特
定群體利益訴求，適應互聯網發展對人們思想觀
念的影響，有的放矢地做好宣傳政策、理順情
緒、增進團結的工作，推動人民政協成為在共同
思想政治基礎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識的重要渠

道，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厚植政
治和社會基礎。

汪洋表示，要樹立正確履職觀，深刻認識建
言資政是履職成果、凝聚共識也是履職成果，甚
至是更重要的成果。把凝聚共識融入視察考察、
調查研究、協商議政等各項活動中，在建言成
果、思想收穫上一體設計、一體落實。要尋求最
大公約數，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係，堅
持大團結不搞“清一色”、堅持大聯合不搞“單
打一”。

汪洋提出，要摒棄視不同意見為添亂、把強
加於人作共識、將溝通商量當麻煩等錯誤觀念。
要不斷通過加強學習明共識、協商交流聚共識、
團結—批評—團結增共識。要增強工作實效性，
針對難點、熱點、焦點問題和特定群體利益訴
求，適應互聯網發展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有
的放矢地做好宣傳政策、理順情緒、增進團結的
工作，推動人民政協成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上
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識的重要渠道，為中國共產黨
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厚植政治和社會基礎。

靠得住站得出敢發聲
汪洋強調，政協委員要模範帶頭真擔當，敢

字當頭、幹字為先，充分認識政協是政治組織，
做到政治立場不含糊、政治原則不動搖，關鍵時
刻靠得住、站得出、敢發聲，以立場堅定、模範
履職的實際行動踐行責任委員的要求，影響帶動
所聯繫的界別群眾一道前行、共同進步。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21日下午在北京開幕。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韓
正、王岐山在主席台就座。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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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美南人語

5 月 18 號週一，世界
衛生組織在瑞士日內瓦召
開一年一度的決策會議。

今次因新冠病毒疫情持續，這種疾病已令至少32 多萬人死亡，
而且死亡人數未有停頓現象，基於安全考慮，大會因而放在網上
。大會更改舉辦形式，以視像形式放在網上進行。大會本應為全
球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作出指明道路，但卻變成了中美兩國在這
個病毒問題上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的展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馬當先，在論壇的開幕式上宣布，北京將為抗擊新冠病毒捐款
20億美元，並向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派送醫生和醫療物資。
這筆捐贈將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到位，而這筆捐款，相當於特朗普
總統上月切斷對世衛組織的資助之前，美國為這個全球衛生機構
提供資金的兩倍以上；這一宣傳，在全球遏制疫情的工作中，將
中國推向最前列。但它也被視為中國試圖以此阻撓世界數以十計
的國家，對中國在疫情爆發之前,( 時為去年12 至今年1 月），
是否有向世界隱瞞疫情？因而眾多國家提出要向中方進行更嚴密
的審查，在美國方面來說，尤其是窮追猛打。

大會本擬邀請特朗普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但為
特朗普所拒絕。如此一來，給習近平提供了機會，冷手拾個 「熱
煎堆」，誏他在世界衛生大會的視頻會議上，大出風頭，向194
個成員國發表講話：

“經過艱苦卓絕努力，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有力扭轉了疫情
局勢，維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習近平表示。
“（中方）盡己所能為有需要國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幫助。”
他宣布了這件派錢好消息，誏他又一次成為世界領導人之一。

到了周一晚些時候，特朗普在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中回應，他
指責世衛組織對中國存在“令人警覺”的依賴。在這封致函世衛

組織總幹事譚德賽、並於晚間10點55分發佈在Twitter上的信中
，總統說，“很明顯，您和您的組織，在應對這場讓世界付出極
大代價的大流行上一錯再錯。”

這封長達四頁的信件，詳細呈現了特朗普圍繞大流行對中國
和世衛組織的不滿，在信件中，特朗普威脅：如果世衛組織不
“承諾在未來30天內，做出實質性改善”，特朗普將永久撤出
美國的資金，並會撤銷美國會員身份。

儘管總統沒有具體說明他尋求的是什麼，改善又是什麼，但
他說“世衛組織唯一的應對之策是，它是否能夠真正表現出脫離
於中國的獨立性。”

此前，特朗普政府官員譴責了中國的援助聲明，稱其試圖影
響世界衛生組織，目前該組織面臨來自成員國的壓力，要求調查
在武漢疫情暴發初期，該組織在缺乏透明度問題上，是否和北京
串通一氣。

中國“承諾提供20億美元，是為了轉移越來越多的國家對
中國政府問責的呼籲，它沒有履行國際衛生法規規定的義務，沒
有說出事實真相並警告世界即將發生什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
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言人約翰·尤利奧特(John Ullyot)在
聲明中說。 “作為疫情來源國，中國有特殊責任付出更多、給
予更多。”

在向大會發表的講話中，其他世界領導人批評世界各國在抗
擊疫情方面缺乏團結，並敦促各國擱置分歧，但他們沒有點名任
何一個國家。

“沒有哪個國家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Angela Merkel)說。 “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認可對該組織在疫情暴發初期應
對的批評，稱世衛組織將對全球應對疫情的“經驗教訓”進行評
估。但他沒有回應特朗普堅持讓世衛組織調查冠狀病毒起源於中
國一個實驗室的說法，而這一指稱，已遭到不少科學家普遍否認
。習近平在講話中呼籲，在健康危機平息後，會再進行各種不同

的評估。
廣泛而言,最近幾週，中國領導人及民眾越來越意識到國際

社會對於中國疫情初期處理方式的批評及公開的敵意。美國高級
官員一直在嚴厲批評中國，甚至歐洲領導人也談到了需要解開圍
繞中國疫情暴發的謎團。世界衛生大會成中美博弈新“戰場”

同時加劇緊張局勢的，還有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以及
國際上對中國出口的醫療設備質量問題的不滿。

目前大約有100個國家呼籲對疫情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在
這種背景下，隨著周五在北京召開的一年一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臨近，習近平的舉動，似乎是在爭取國際支持並平息中國公眾
的焦慮。

“對於習近平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棘手的時刻，”芝加
哥大學的政治學者楊大利(Dali L. Yang)說。 “鑑於有那麼多國家
受到影響，並要求對病毒起源展開調查，他顯然不希望這件事情
懸而未決。”不過，若是特朗普從世衛組織，這個全球舞台上的
退出，那就為中國，創造了另一個機會，因為中國一直在尋求重
塑長期以來，世界乃由華盛頓主導的多邊機構。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國的學者何瑞
恩(Ryan Hass)說，一種熟悉的模式，已經出現。 “每當特朗普
讓美國退出國際領導地位，習近平就會宣布，中國將挺身而出，
”曾任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
的何瑞恩說。 “習近平在毫不猶豫地尋求機會，利用美國退出
全球領導地位的機會，為中國謀取聲譽及利益。”

在今次世衛中，華盛頓試圖帶領其他國家為台灣贏得世界衛
生大會觀察員席位的努力，又是以失敗告終，其外交力量之弱可
見一斑。自治島嶼台灣——北京宣稱是自己的領土——在2016
年之前，一直擁有觀察員地位。後來在北京反對的情況下，，被
拒之門外。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和其他美國高
級官員，近來呼籲世衛組織及其成員重新接納台灣。會議拒絕了
美國為使台灣重新獲得觀察員身份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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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了，飛哥!]

香港政壇元老、自由黨創黨主席，
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前港區人大代表
. 人稱 「飛哥」的李鵬飛在上周五(15日)
晚上在家人陪伴下，安詳辭世，享年80
歲。

家人昨發訃告指，喪禮將按李鵬飛
遺願，以私人形式進行，而追思會將於
稍後擇日舉行，讓親朋好友悼念。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李鵬飛離世，
深感哀痛，讚揚對方服務議會20年，又
為香港回歸作貢獻，退任議員後，仍經
常就時政發表精闢意見。

在香港政壇縱橫逾40年的李鵬飛，
1940年在山東煙台出生，14歲來港定居
，其後赴美留學，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大
學並留美工作。至1972年、32歲時回流
香港發展，並開始涉足政界，七十至八
十年代，先後獲兩任港督委任為立法局

議員及行政局 「雙料」
議員，隨後更成為首席
立法局議員。

在中英談判期間，李
鵬 飛 與 一 手 提 攜 他 的

「政壇教父」鍾士元商量後，於1983年
與李柱銘、李國能等12人，組成 「青年
才俊團」，應新華社邀請訪京，討論香
港前途，建議 「主權換治權」，即中國
擁有香港主權卻由英國繼續管治，惟遭
當時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否決。當1992年
彭定康獲委任為末代港督後，李鵬飛與
其餘行政局議員總辭， 而北京亦於一年
後，聘他為港事顧問，並隨後委任他為
臨時立法會議員及特區籌委會委員，回
歸後於98年起，他接連擔任港區人大代
表達10年之久。

雖然淡出議會事務，李鵬飛仍關心
社會， 2003 年反對《基本法》23 條立
法，並於同年因為自由黨修改黨綱，不
再追求07年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後，
退出一手創辦的政黨。辭任自由黨主席
後，李鵬飛仍擔任電台多個節目主持，
訪問官員及政治人物，亦不時批評政府
施政。並曾於2008年現身泛民舉辦的七
一遊行，到近年與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
合組 「香港 2020」，冀推動 香港民主
政改。

李鵬飛於 2018 年，離開主持了 17
年的港台節目《議事論事》，榮休時提
到，對香港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面對很大挑戰感到惆悵，對香港的唯

一祝願是 「大和解」，希望政黨與政府
加強溝通，減少社會分化。至去年的反
修例浪潮，李鵬飛曾參與聯署要求撤回
修例，並在訪問中批評特首林鄭月娥，
「官到有求膽自細」，因為林鄭想連任

有求主子，惟主子卻非香港人；並指管
治者，必須站在香港人身邊，為官之道
「一定要企喺香港利益」。

政壇中人均對李鵬飛辭世感難過，
並讚揚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自由黨黨
魁鍾國斌對李鵬飛離世傷感，指對方是
首位商界人士走直選路線，對商界及整
個政壇都有很大貢獻。

香港三大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曾
鈺成與李鵬飛，相識多年，彼此惺惺相
惜。 「飛哥最想香港有民主，他是一個
真正香港人」李鵬飛他於回歸前創立自
由黨，與差不多同期創建的民建聯及民
主黨，堪稱三足鼎立的局面。民建聯創
黨主席曾鈺成讚揚飛哥具有政治人物應
有的器度，並有實踐民主的勇氣，願意
放棄委任議席而進軍直選；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亦欣賞飛哥不怕輸的勇氣，
對香港亦有承擔，係一個真正嘅香港人
」。飛哥最想香港有民主，但普選至今
仍遙遙無期.

與李鵬飛認識35年的曾鈺成說，飛
哥具有政治人物應有的器度，他會不同
意一些人的意見，甚至會強烈表示反對
，但不會把意見不同的人視為仇敵，形
容他沒有 「死對頭」。曾鈺成又指飛哥
有實踐民主的勇氣，做了多年尊貴的委

任議員，願意放棄容易取得的議席，參
加直選並成功當選；到第二次選舉以些
微票數落選，他大方接受，並辭去黨主
席的職位。

曾鈺成稱，飛哥在港英年代是政治
紅人，意識形態上跟中國政府本是格格
不入，但他真心擁護 「一國兩制」，積
極參與 「一國兩制」的實踐；他曾擔任
兩屆全國人大代表，努力了解中國政治
；

與李鵬飛創立啟聯及自由黨的周梁
淑怡，昨在Facebook貼文： 「飛哥離我
們而去了！永遠不會忘記他的笑容和笑
聲！因為這代表了他的爽朗和對人對事
的心態！」並指飛哥是她認識的第一個
民主派，早在八十年代已經爭取直選。
飛哥數十年來為香港自由民主出盡了力
， 「飛哥大將之風，今天再難後有來者
，他對是非黑白的判斷，對誠信的堅持
，對他人的尊重，是與他共事過的兄弟
姊妹所佩服和愛戴！我們永遠會珍惜跟
他走過的路！」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亦在 Face-
book發帖，並貼出與飛哥的合照。他指
與飛哥相識三、四十年，雖然飛哥只較
他年長7歲，但他一向視飛哥為師傅，
「雖然近年飛哥身體狀況一般，但當我

哋需要佢嘅時候，佢永遠都會行出來支
持我哋，就好似舊年一齊聯署要求特首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等。」田北俊形容李
鵬飛是一代傑出的政治家， 「依家已經
搵唔到。希望飛哥一路好走。」

身在北京的政協常委唐英年讚揚飛
哥是個真誠、直率的人，熱愛香港，深
信 「一國兩制」會成功。他認為飛哥對
香港抱有深切熱情，對特區施政有自己
的看法，亦曾參與遊行，不平則鳴。

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對李鵬飛離世
表示非常難過，指飛哥是正人君子，敢
作敢為，坦率直言，有求必應。陳太離
開政府後先後籌組兩個智庫，飛哥積極
參與，共同願望是推動中央盡快兌現承
諾，讓香港有真正的雙普選， 「可惜，
飛哥與世長辭之時，香港人的普選夢仍
然遙遙無期，這是飛哥其中一個重大遺
憾。」

對於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的離世
，主席張宇人表示，入黨時仍然是李鵬
飛擔任黨主席，對方在數次選舉中給予
他很多意見，十分感激，他形容，李鵬
飛離世在自由黨是一個很大損失，對香
港而言亦是一個很大損失。

黨魁鍾國斌表示感到傷感，他說，
李鵬飛自八十年代起，至九十年代及二
千年都是本地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對
香港貢獻有目共睹。他說李鵬飛是自由
黨首名參與直選的人士，當年他離開功
能組別到地區參與直選，令整個選舉同
政治生態有很大貢獻及嘗試。

別了，收筆之際 誏我向這位曾經是
「鵬程萬里 世紀騰飛 」的一代政壇元

老飛哥，說一聲： 永別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盡管美國Moderna生物技術公司
的Covid-19疫苗的初步成功為全球抗擊冠狀病毒大流行提供了暫
時的希望，但牛津大學的實驗性疫苗ChAdOx1 nCoV-19曾經是這
場比賽中最激烈的競爭者之一，預防接種的猴子盡管產生了抗體
，但仍沒有逃脫冠狀病毒感染的厄運。牛津大學報道所有接種疫
苗的猴子都感染了冠狀病毒，結果令人沮喪。這也為Moderna生
物技術公司的冠狀病毒疫苗投下陰影。

盡管準備投入商業使用的疫苗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
Covid-19倖存者本人、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
）直言不諱地宣稱，盡管付出了巨大的全球努力，這種新型冠狀
病毒可能永遠不會得到突破。約翰遜在一封信中的一欄目中寫道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必須坦率地說，疫苗可能無法實現，
我們需要找到控制病毒的新方法。”

對於Covid-19，目前全世界正在開發100多種疫苗，有些是
從零開始的，有些是為其他疾病開發的現有分子。

毫無疑問，本週與疫苗開發相關的最大新聞無疑是來自
Moderna 公司，其候選藥物mRNA-1273表現出跡象表明它可以
產生免疫系統反應來抵禦新型冠狀病毒。但是，這些報告是基於
參加45個主題的安全性試驗的8個人的數據得出的。

接受了兩劑疫苗（25和100 mcg）的八名參與者產生了可以
殺滅冠狀病毒的抗體。據報道，這些抗體產生的保護性抗體水平
要高於康複的Covid-19患者血液中發現的水平。

一些參與者表現出諸如局部疼痛，注射部位發紅和發燒等副
作用，這些副作用可以被認為是良好的免疫反應。事態發展使

Moderna 的股價在紐約飆升了
30％，創下曆史新高87美元。

同時，由於人們吹捧被認為是
Covid-19疫苗最有力競爭者的希望
，牛津大學的候選疫苗無法預防
恒河猴的感染，也沒有阻止他們
將感染傳播給其他人。

但是研究人員發現，它可以保
護動物免受病毒性肺炎的侵害。
但是，應注意的是，接種接種疫
苗的猴子比未接種疫苗的猴子具
有更低的病毒載量。

根據英國報紙《每日快報》的
報道，哈佛醫學院前教授威廉·哈
瑟爾汀博士說，用這種疫苗-Ch-
AdOx1 nCoV-19治療的所有接種疫
苗的猴子在受到病毒攻擊後都被
感染。

“與未接種疫苗的動物相比，在接種疫苗後的猴子中從該位
點檢測到的病毒RNA的量二者沒有差異。也就是說，所有接種疫
苗的動物都被感染了，”他說。

但是在4月的最後一周，來自牛津大學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落基山實驗室的科學家在一份聲明中說，這種疫苗在猴子身上
顯示出了希望。

據《 Cell》的一篇報道稱，在中國，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起
源於武漢的一個潮濕海鮮市場。北京大學的科學家稱，他們發現
了一種新藥物已經在動物身上成功進行了測試。他們堅持認為，
是藥物而不是疫苗是阻止Covid-19感染的關鍵。

據法新社報道，研究人員說，這種藥物可以縮短感染Cov-
id-19的患者的恢複時間，結果還表明，該藥物具有對這種病毒
提供短期免疫力的潛力。

“該藥物在動物試驗階段已經成功。當我們向感染的小鼠中
註射中和抗體時，五天後病毒載量減少了2500倍。”法新社援
引該大學北京基因組高級創新中心主任Sunney Xie的話說，結果
表明這種潛在的藥物具有治療作用。

該藥物通過產生中和抗體（由人類免疫系統產生，以防止病
毒感染細胞）起作用，研究人員從60名從Covid-19中康複的患
者的血液中分離出來。 “希望這些中和性抗體能夠成為阻止大
流行的特殊藥物，” Xie說，這種藥物應該在今年晚些時候準備
使用，並及時應對任何潛在的冬季爆發。

據路透社報道，泰國最近加入了全球競賽，稱泰國新型
mRNA疫苗對小鼠顯示出希望後，將於明年準備新型冠狀病毒疫

苗 。 政 府 COV-
ID-19 狀況管理中
心發言人 Tawee-
sin Wisanuyothin
表示，泰國將於下
週開始在猴子中測
試mRNA疫苗。

泰國疫苗是由
國家疫苗研究所，
醫學系和朱拉隆功
大 學 (Chulalong-
korn University) 的
疫苗研究中心開發的。

mRNA促使人體細胞產生所謂的抗原，即病毒表面的分子，
從而促使免疫系統發揮作用。

此外，與德國公司BNTECH聯合開發Covid-19疫苗的美國制
藥商輝瑞公司已經開始了第一階段的人體試驗，正在對近200名
18-55歲的人進行測試。在下一階段，將再測試160個人。 “
BNT162”疫苗已於3月獲得臨床批准。輝瑞公司和BNTECH公司
已經推出了四種候選疫苗，它們是根據mRNA格式和靶抗原設計
而成的。盡管叁種疫苗均包含核苷修飾的mRNA，但另一種則包
含自擴增mRNA。該公司希望在2020年10月之前生產出一百萬
種疫苗。

【【噩耗噩耗】】牛津大學接種牛津大學接種
冠狀病毒疫苗的猴子全部冠狀病毒疫苗的猴子全部
感染冠狀病毒感染冠狀病毒 疫苗無效疫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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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工聯會：

民建聯：
全國人大就國家安全在香港的實施進行立法，是

因應香港履行憲制責任的實際情況，及國際政治及香
港社會目前的嚴峻形勢，採取的負責做法。

在當下情況，全國人大採取上述做法是必要的，
也是符合國家和香港社會根本利益的，而這與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立法並不矛盾，也不減損香港特區在該
條下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政府仍然需要按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規定，盡快落實相關的立法要求，令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更為全面和完善。

堅決支持全國人大制訂“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立法有極其強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全
國人民和中央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意志，也反
映了國家對香港的愛護，更可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漏
洞。

修例風波中，香港內部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
勾結，是典型的“顏色革命”，而特區政府23年來就
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毫無寸進，加上反對派肆意癱瘓議
會，以目前的政治氣氛下，短時間內落實第二十三條
立法的可能性並不高，形成法律真空，凸顯嚴重的國
家安全隱患。

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是“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有力法律保障，也是全國人大的權責所在。
相信“香港特區維護國安法”只針對極少數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一般市民毋須恐慌。

政
協
委
員
：
有
必
要
性
迫
切
性

代表委員讚有法可依除獨患
港各界挺立法護國安：符合港人根本利益

第十三屆

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三次會

議議程 21日公

佈，包括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草案）》的議案。多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香港政

黨均支持有關議案，並對中央維護國

家安全的堅定意志感到非常鼓舞，認

為面對當前香港“港獨”猖獗、“顏

色革命”抬頭的情況，立法有極其強

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符合國家、香

港和市民根本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子京、杜思文

攬炒派議員21日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中央“公然
僭越”基本法白紙黑字訂明屬於香港的立法權，並
“無視”香港回歸後，港人上街表達對“自由瀕危”
的“恐懼”，更聲言全國人大決定私自訂立“港版國
安法”，是明目張膽地破壞“一國兩制”和高度自
治。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其後聲稱，中央推

行條例時“完全無諮詢民意”，是強加於港人的“聖
旨”，無論條例最終直接頒佈實施，或透過本地立
法，香港都已變成“一國一制”。

她又聲言中央並無汲取修訂《逃犯條例》的教
訓，更將港人“僅餘的自由”都視為“眼中釘”，更
煽動支持者在“一國兩制”“垂死”的情況下繼續
“掙扎”。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
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

香港是直轄於國家的
一個特區，不可以被利用成
為分裂國家完整統一的基
地。全國人大常委會向全國
人大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草案）》的議案有必要性
及迫切性。

自香港非法“佔中”
以來，我們看到反中亂港勢
力和“攬炒”行徑愈演愈
烈、愈來愈猖獗、離譜，已
經成為破壞香港經濟並且影
響國家安全的漏洞，因此健
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以堵塞這個漏洞是非
常重要的。

全國政協委員
謝偉銓：

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不能
允許任何危害、顛覆國家的
事。特別是近十個月來，香
港出現鼓吹“港獨”，更在
集會高舉不同國家國旗等行
為，反映有人引入外部勢力
損害國家安全。中央既然已
經看到了問題，當然要做些
工作，他表示支持。凡是中
國人都要維護自己國家，反
對派既不擁護國家，就不能
對其姑息退讓。

台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凌友詩：

全國人大將相關議案
列入會議議程非常必要，不
能讓香港再有國家安全的漏
洞。修例風波中，外部勢力
不斷干預香港，許多暴徒喊
出“港獨”口號，香港年輕
人受到荼毒，甚至本土恐怖

主義已經抬頭，美國亦正加緊遏制中國
崛起，香港就是美國攻擊中國的最好抓
手，惟香港沒有國家安全法，亦沒有國
家安全法的執行機制，很難應對顛覆國
家、分裂香港的情況。

她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
提，保護國家安全是“一國”的重中之
重，此次審議，完全是落實“一國兩
制”，希望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後，能遏
制“台獨”和“港獨”的勾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香港特區
在國家安全法律空白的情況下，由全國

人大就國家安全進行立法，讓香港有法可
依，特別香港社會近年不斷有人搞“港
獨”，挑戰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
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更不斷在港搞顛覆，
在這個狀況下，有關的立法是必要的。

葉國謙：可遏外力氣焰
他強調，立法有助於遏制現時在港囂張

的外國勢力，而有關的做法具有絕對的合法
性，不容挑戰，香港市民必須履行相關憲制
責任。

吳秋北盼進程盡快完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對此次

訂立相關議程感到非常鼓舞和強烈支持。他
指出，香港持續近一年的暴亂，衝擊整體社
會發展和“一國兩制”實踐，凸顯出的國家
安全隱患非常嚴重，攬炒派和外國勢力勾
結，企圖顛覆政權，明顯在搞“顏色革
命”，出現本土恐怖主義身影，“隱患一日
不排除，沒有相關法律保障，香港永無寧
日。”

他相信，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香港市民
都對有關做法表示歡迎，全國人大有責任有
義務亦有權力為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希望立法的進程能盡快完成。

顏寶鈴：保障穩定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全力支持此次全

國人大會議將審議相關議案，認為這項議程必
要、及時，將為香港維持穩定發展保駕護航。

她指出，香港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外國勢力多年來在香港各主要層面進行滲
透，這絕不僅是特區內部的問題，而是不容
忽視的國家安全問題，在香港實施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已經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顏寶鈴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
的憲制責任，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的必然要求，符合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黃均瑜：堵塞國安漏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均瑜表示，大家都見

到有人在外部勢力支持下公然在香港搞“港
獨”，企圖以此壓制中國，香港堵塞不了這個
國家安全漏洞，故中央有必要盡快堵塞漏洞，
以免有關情況繼續擴大和存在。

建制黨派：符國家香港根本利益

攬炒派議員煽支持者“掙扎”

■香港市民關注兩會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區人大代表團合照。 代表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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