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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新界社團聯會積極應對，聯同

港九新界各階層人士先後組成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及

「新界地區抗疫連線」 等自發組織，各界領袖出錢出力於

全球搜羅口罩和抗疫用品幫助香港基層及弱勢社群抗疫，

展現港人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神。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發

言人、新界抗疫連線總召集人、新界社團聯會張學明榮譽

會長在一次活動上提到，抗疫連線平台能夠最大限度地整

合和調動各方愛國愛港力量，通過整合力量、整合資源、

整合行動，力求將防控措施覆蓋新界每一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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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 我們更需要真英雄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社團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

世間的不幸就像一面鏡子，有人會在突
如其來的不幸面前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曝
露出人性的黑暗；有的人則會挺身而出、捨
己救人，顯現出人性的光輝。

在近日的新型肺炎疫情籠罩下，我們看
到了網上突然出現了很多假新聞、錯誤資
訊；有些商戶屯積炒賣防疫用品，發災難
財；有的政客為反而反，把疫情包裝成政治
議題，妨礙政府的抗疫工作；有的反對派工
會煽動醫護人員罷工，置病人的生命安危於

不顧。幸好，我們看到了更多醫護人員多行
一步，謹守崗位，履行神聖職責；我們也看
到不少社會人士和善長仁翁慷慨解囊，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積極應對肺炎疫情。

日前，港九新界多名社區人士共同發起
成立了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團結凝聚社
會各方的力量，一同籌募社會資源，為特區
政府出謀獻策，抵抗疫情，與市民共渡時
艱。至今，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已成功捐出數
十萬個口罩，數萬個防疫包及數萬本防疫知

識手冊予市民，在社區發揮了一
定的正面抗疫作用。可以說，在
現時市面上的防疫用品如此緊繃
的情況下，如果不是有這數十萬
個口罩，以及數萬本防疫知識手
冊，相信新型肺炎在社區爆發的
風險肯定會更大，疫情更難以受
控。而一眾參與 「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的各界人士，在抗疫物資
短缺，不少人甚至藉疫情牟利的
情況下，仍然主動貢獻，把市民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實在是更加

難能可貴，令人肅然起敬。
筆者想強調的是，無論對於國家或香港

來說，新型肺炎疫情也是重大挑戰。所謂人
命關天，此時此際，社會真正需要的是團結
一致抗疫，始終把市民的生命健康放第一
位，而非繼續搞分化、耍政治、煽動矛盾，
發起一些對抗擊疫情沒有實際作用的政治行
動。畢竟，實實在在協助應對疫情，勇於正
面抗擊疫情的，才會是真英雄！

3 人大、政協

抵制縱暴播毒 疫境逆境自強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葉順興

新冠疫情全球大爆發，作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香港，自去年中慘
受黑暴摧殘陷入困境，如今再面臨疫症衝擊，雪上加霜。特區政府及
社會各界近期力推防疫抗疫工程，並針對可預見的經濟下滑，研究提
振及紓解民困措施。惟縱暴派滿腹政治及選舉盤算，繼續全方位 「播
毒」，煽動仇中、仇政府及仇警情緒，試圖 「攬炒」取利，其心可
誅。

本港過去兩個月的肺炎確診宗數偏低，但隨著各國情況轉差，本
港也難獨善其身。可惜，抗疫戰尚未結束，黑暴又傾巢而出，大批黑
衣人以 「悼念手足」為由，非法聚集生事，警方近期亦偵破多宗炸彈
爆炸案，反映香港本土恐怖主義組織蠢蠢欲動，試圖挑起無差別恐
襲，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邊廂，縱暴派同樣無視疫情，添煩添亂。有區議員漠視死者
家屬意願，動議以在反修例事件期間逝世的死者名字設 「紀念公
園」。屯門區議會在縱暴派議員護航下，借抗疫為名，通過預留100
萬元購買防毒面罩，助長暴徒抗爭。此外，煽 「獨」派連番引入外力
插手港事，有人在英國傳媒撰文，揚言要推動下一波抗爭云，50多個
「港獨」組織頭目更向美國國務卿發聯署信，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在黑暴和疫情夾擊下，香港經濟社會已經相當脆弱，企業倒閉、
失業率增、資產萎縮、青年難就業等問題亦迫在眉梢。要令香港早日
走出經濟寒冬，全社會不單要同心抗疫，更要做好應對準備，只有堅
決向黑暴、 「港獨」說不，支持特區政府集中精力保企業、紓民困、
謀發展，香港才能在疫境、逆境中自強不息。

大力加強公營醫療體系建設，提高對公營醫療體系人員尤其醫護人員待遇

繼續完善國家推進青年工作，持續加強拓展網絡青年外展服務

繼續強化粵港澳三地打擊濫用毒品、有害精神毒品的合作，促進社會和諧

繼續推動香港特區籌建永久性 「中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 ，保護在香港的抗戰珍貴遺址

進一步利用數字技術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生活一體化

加強規範和提昇對香港特區青少年交流和實習團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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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年活動

主 席

葉錦洪
副主席

何俊賢
廖宇軒
王聰穎
譚榮勳
徐君紹
劉建玲
林宇星
莫繡安
陳浩庭
盧婉婷

（BBS,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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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會服務

元朗地區委員會

主席：趙秀嫻
副主席：張木林 蕭浪鳴 徐君紹 陳幸運
統籌主任：胡春月
地址：元朗達輝徑3號元朗華健大廈1字樓A室
電話：2479 2886
傳真：2479 6510
電郵：ntasyl@gmail.com

屯門地區委員會

主席：陳秀雲
副主席：劉秀英 張恒輝
統籌主任：尹耀偉
地址：屯門大興邨興輝樓地下40及45號舖
電話：3591 3522
傳真：3678 1409
電郵：baconwan@hotmail.com

荃灣地區委員會

主席：文裕明
副主席：張浩明 葉百中 華美玲
統籌主任：羅嘉團
地址：荃灣青山公路189號百萬行商業大廈7樓A室
電話：2439 6619
傳真：2439 6706
電郵：ntastw@gmail.com

葵青地區委員會

主席：潘志成
副主席：鄭 臨
統籌主任：張騰海
地址：葵涌葵昌路50號葵昌中心5樓501室
電話：2422 7738
傳真：2422 7728
電郵：kwaitsing501@gmail.com

離島地區委員會

主席：羅成煥
副主席：范妙琼 陳劍鳴 李友信
統籌主任：曹紅珍
地址：大嶼山東涌上嶺皮村9A三樓
電話：2988 1838
傳真：2988 1839
電郵：ntashkil@gmail.com

西貢地區委員會

主席：陳博智
副主席：莊元苳 李家良 曾國家
統籌主任：曾國家（兼）
地址：西貢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301-307室
電話：2791 0281
傳真：2791 0867
電郵：skntas@gmail.com

大埔地區委員會

主席：張錦如
副主席：余智榮 温官球 劉志成
統籌主任：温官球（兼）
地址：大埔泮涌路泮涌村泮涌社區教育中心
電話：2652 9336
傳真：2650 2308
電郵：ntashktp@netfront.net

沙田地區委員會

主席：李世榮
副主席：陳偉趯 張沛鋒 祝慶台
統籌主任：羅 瑋
地址：沙田石門安平街6號新貿中心A座

15樓6室
電話：2686 1836
傳真：2686 1293
電郵：stntas15@gmail.com

北區地區委員會

主席：鄧開榮
副主席：鄭丁富 溫水平 陳嘉麗 鄧道昆
統籌主任：陳嘉麗（兼）
地址：新界上水新祥街8號2樓
電話：2675 5282
傳真：2675 6105
電郵：nd26755282@gmail.com

漁農團體

主席：林根蘇
副主席：張少強 楊上進
統籌主任：蔣淑汝
地址：香港仔成都道14-18號茂盛大廈2字樓B座
電話：2870 2015
傳真：2870 2016
電郵：fishermen1998@gmail.com

聯 絡 我 們

小心「種票」陷阱

咁如果我用虛假工作經驗及學歷登記成為"YY"功能界別指明團
體嘅成員，再登記做該功能界別選民然後投票，又得唔得？

上述行為有可能被視為「種票」，並會影響選舉的誠實和公平。

此外，任何人如明知本身無權喺選舉中投票，卻喺選舉中投票，

同樣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嘅第16 1 條。仲

有，根據《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53 1 b 條，功能界別

選民如不再具備登記為該功能界別選民嘅資格，就會喪失埋投票

資格㖭！

表姨打算參加立法會"XX"區地方選區選舉，叫我用佢喺"XX"區嘅
地址登記做選民然後投佢一票呀，但我唔係住喺"XX"區！

如你向選舉事務處提供喺要項上屬虛假嘅資料以登記為選民，你

會抵觸由警務處執行嘅相關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如果你之後仲

去投票，更會觸犯由廉政公署執行嘅《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554章）中嘅第16 1)條！

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16 1 條，
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任何人申請登記成為立法會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民，或申請更改已登記的資料，都必須向選舉事務處提供真實和正
確的資料。當選民在搬遷或其功能界別指明團體的成員身份有所變更後，應盡快通知選舉事務處以作出更新。如任何人
對自己的選民登記資格有疑問，請致電2891 1001向選舉事務處查詢。

24小時舉報貪污熱線：25 266 366
廉潔選舉網站：www.icac.org.hk/elections

廉潔選舉查詢熱線：2920 7878
選舉事務處查詢熱線：2891 1001

（如對有關法例有任何疑問，請徵詢法律意見。）J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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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立法會選舉

新冠肺炎來襲，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分別獲香港賽

馬會及PMI撥款，透過舉辦 「新界同心齊抗疫」 及 「新界抗疫

防疫行動2020」 ，在新界各區進行社區抗疫活動，送贈送予有

需要的長者、基層和弱勢人士及前線清潔工友，以提醒市民

時刻注意個人衛生，盡力降低受病毒感染風險，繼

續強化社區防疫意識，齊心抗疫。

榮譽會長

羅叔清

張學明

梁志祥

董事會主席

温悅球

副主席

葉順興

羅競成

執行董事

陳 勇

陳博智

陳 平

（BBS,JP,第九至十一屆人大代表）

（GBM,GBS,SBS,JP,第九至十二
屆全國政協委員）

（SBS,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BBS,JP）

（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BBS,MH,JP）

（BBS,JP,全國人大代表,註冊社工）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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