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任特首梁振英就雙非嬰兒

問題表達關注，並表明在未能

充分全面了解雙非孕婦在香港

產子，對香港的醫療、母嬰健

康、教育等社會服務所造成的

影響之前，2013年私立醫院接

收雙非孕婦產子的名額應該暫

停。政壇高人認為，梁振英此

舉，並非想「干預」現屆特區政府的

施政，而是因為目前當局和私家醫院

正商討的是2013年的雙非產子配額，

2013年已是第四屆特區政府的任期，

亦是梁振英任內「應盡之責」、「應

管之事」，故他就配額問題表達意

見，實屬份內之事。

對教育醫療房屋影響大
政壇高人直言，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問題，影響的不止是香港婦女所得到

的產房服務，更重要的是影響香港母

嬰健康服務、幼兒教育、小學教育、

社福醫療及房屋等一系列的服務，故

不是由醫管局和私院協調完產科配額

就「萬事大吉」。他不說其他，就以

幼稚園服務為例，指出根據統計處在

入境處所做的即場調查顯示，一半的

雙非媽媽有意送孩子回港讀幼稚園，

屆時香港幼稚園勢必「爆棚」，亦會

令香港嬰兒的就學備受影響：「這對

於雙非嬰兒或香港嬰兒都不公道。」

主張有系統評估定對策
高人續指，梁振英關注雙非問題並

非近期之事，並一向主張特區政府要

就問題進行深入、有系統的評估，以

制定應對之策。高人點出，梁振英曾

在一次公開論壇上表明，上任後第一

件事就是要求人口督導委員會提交報

告，詳細闡述雙非嬰兒對香港各項服

務所產生的影響：「如果你說雙非嬰

兒不會影響香港嬰兒，那就提出數

據，並解釋相關評估如何得出，但現在當局一方面

沒有任何評估，一方面卻要討論2013年配額，莫怪

CY會擔心情況惡化而出來叫停。」

高人坦言，港人高度關注雙非嬰兒問題，民意亦

十分清楚，作為負責任的特區首長，梁振英自然有

需要向公眾表達立場：「在沒有準確的評估前，不

應讓私家醫院繼續高價出售出世紙，而讓特區政府

執手尾，讓香港的納稅人買單。」

A4 責任編輯：黃楚基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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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會在全港多間超市及零售店舖，發現

有56款過期或標籤有問題的包裝冷凍食品出

售。事件暴露現時規管食品食用日期的法例

存有漏洞，法律處罰的阻嚇性不足，令出售

過期食品屢禁不絕。當局必須堵塞法例漏

洞，健全巡查、投訴過期食品的機制，加大

處罰力度，保障公眾利益及市民健康。

目前，包括急凍及冰鮮食品在內的預先包

裝食品，雖然根據法例要求，必須以「此日

期或之前食用」或「此日期前最佳」方式標

示，提醒消費者留意食用日期。但是，根據

現行《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

132W章)，只有售賣或陳列超逾「此日期或之

前食用」期限的食品，才屬違法；超出「此

日期前最佳」標示期限，則沒有違法。法例

對標籤食用期限規管存在灰色地帶，或會誘

使不法商人，將所有食品均以「此日期前最

佳」方式來標示，藉以逃避法律的約束。當

局應盡快檢討食品標籤條例，將貼有「此日

期前最佳」標籤的食品亦納入監管範圍，以

免不法商人繼續渾水摸魚。

根據英國、日本等國對過期食品監管的經

驗，監管當局可多管齊下對付出售過期食品

的商戶，包括罰款、查封產品，乃至勒令結

業、東主須負刑責的手段，企業要為出售過

期食品而付出沉重代價，得不償失，因此不

敢輕易造次違法，反而更自覺保障食品的品

質。本港應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加大對售

賣過期食品的處罰力度，不但有助遏止過期

食品流出市場，更可提高企業對食品品質的

重視，達到保障消費者健康之目的。

出售過期食品是黑心斂財，應受法律處

分。更可惡的是，個別不法商人將過期食品

更改包裝和食用日期，然後減價促銷。售賣

過期食品是對基層市民的戕害，損害基層市

民的健康牟取昧心財，必須受到輿論的譴

責、法律的制裁。現階段最有效、最有力的

打擊手段，是公開出售過期食品店舖的名

字，暴露其醜行。同時，監管過期食品不能

完全依靠消委會，食環署、海關等執法部門

也應研究建立一套監管機制，鼓勵市民檢舉

揭發，透過官民合作打擊無良商戶，切實保

障公眾利益及消費者健康。

(相關新聞刊A10版)

港府昨日起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

討展開第2階段公眾諮詢，為期3個月，當局提出

改革審裁處制度，建議把評級的行政職能從審裁

處中剔除，改由政府成立法定審裁機構，或法院

直接評級。現行淫審機制主要存在兩大弊病，一

是淫審處身兼評級及裁判兩大功能，在角色衝突

之下導致效率低下，評級工作也不時引發爭議；

二是對於違法機構執法不力，懲罰不重，難以發

揮阻嚇力。我們認為，評定淫褻資訊偏重於道德

判斷，不宜交由法庭處理。當局應將評級及檢控

的工作從淫審處分拆出來，交由獨立專門機構處

理，提升工作的效率及專業性。同時，當局也應

加強罰則及執法，提升《條例》的阻嚇力。

本港現行的淫審制度，打擊淫褻資訊不力，早

已廣受詬病。例如在去年9月創刊的免費報章

《爽報》，由於內容渲染色情暴力，受到社會各界

批評，不少學校禁止該報進入校園。當局在短短

幾個月內已收到200多宗投訴，23項物品被淫審

處評為二級不雅。然而，當局最終只對當中的11

宗不雅個案提出票控，處罰更是從輕發落，儘管

報章屢屢違規，但總罰款也不過是區區的11萬

元，處罰與其禍害程度極不相稱，反映現行淫審

機制已淪為無牙老虎，未能產生足夠的阻嚇，令

到一些機構愈益有恃無恐。

過去淫審處在多宗評級上亦引發了社會不少爭

議，反映現時集行政及司法於一身的機制已是不

合時宜。因此，當局可參考外國經驗改革淫審機

制，將評級及檢控的職權交由獨立機構處理，並

聘請相關專業人士進行評級。淫審處只保留上訴

等司法權力，明確分工各司其職，提升工作效

率，並減少外界對評級工作的爭議。

不過，要打擊淫褻資訊，關鍵在於執法及懲

罰。過去不法機構肆無忌憚的散播淫褻資訊，主

要原因是當局的執法及懲罰缺乏阻嚇力，每次數

萬元的罰款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加上當局在檢控

上投鼠忌器，等於是姑息養奸，令渲淫販賤的歪

風不斷蔓延。當局在諮詢文件中建議提高罰則，

無疑是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但罰則加大了，也須

依賴法庭從維護社會風氣的高度去看待淫褻資訊

問題，判以恰當的刑罰，才可真正產生阻嚇力。

同時，當局也應增撥資源，加強對淫褻資訊的調

查檢控能力，並可研究設立扣分制度，對屢犯機

構作出更嚴厲的罰則，加強執法效能。

(相關新聞刊A18版)

堵塞法例漏洞 規管過期食品 改革淫審機制加強阻嚇力度

梁振英：明年私院雙非零配額
不保證2013年「港生」必享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有傳媒昨日引述消息指，特區政府傾向建議私家醫院
明年預留予「雙非」孕婦的分娩配額，由今年的3.1萬
個削減至2萬個至2.5萬個（見另稿）。
梁振英昨日傍晚主動向傳媒表示，「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尤其問題已對香港的醫療服務，包括母嬰服務，
以至幼兒教育及小學造成影響，和可能造成潛在影響，
故在未全面了解「雙非」對香港教育、醫療、母嬰健康
等社會服務帶來的影響前，他認為明年私院的「雙非」
配額應該暫停，「換言之，配額是零」。

稍後將與私院溝通
他強調，香港社會有清楚的共識，這並非香港發展醫

療產業的正途，亦不是香港解決人口老化的正途。自己
稍後會就有關問題與私家醫院溝通，要求對方考慮香港
社會的看法。
梁振英並向內地「雙非」父母「提意見」，表示「有

言在先」，他們在2013年來港產子，「我不能保證所生
子女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香港亦沒有任何代理人或醫
院可以向他們保證在港出生的子女可以享有香港永久居
民身份」。

無居權是一致共識
被問及如何處理有關居港權的問題時，梁振英說，自

己在當選後，已就「雙非」問題請教過這方面的專家及學
者，而不同政見的人士都覺得必須解決有關問題，一致
的共識是「雙非」嬰兒不應享有居港權，只要香港社會有
這個共識，香港一定有決心及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續說，尋求人大釋法，是解釋「雙非」問題的一種

途徑，但「還是用其他的法律辦法解決好」，自己會和
法律界人士繼續探討有關問題。

並無架空現屆政府
梁振英否認自己提出「零配額」是要「架空」現屆特

區政府，重申香港目前只有一位特首、一個政府和一套
政策措施，但強調由於有關的配額問題是在他上任後需
要處理的工作，自己只是重申其一向的主張。

意在落實參選政綱
梁振英在其參選政綱中，提出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全

面評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對各種服務的額外需求及
香港的承受力；公立醫院自2013年起停止接收「雙非」
孕婦產子；推算人口的變化，尤其要關注「雙非」兒童
來港就讀的影響，及早規劃幼稚園/幼兒園和小學的布
局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

與香港私家醫院討論明年接受內地「雙非」孕

婦的分娩名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在

未完全了解「雙非」孕婦對香港醫療及教育造

成的影響前，私家醫院於2013年預留給「雙非」

孕婦的分娩名額「應該是零」，並強調2013年

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不能保證可以取

得香港永久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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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理解尊重 保持溝通

鄭耀棠：港應發清晰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梁振英指私院

明年不應接收「雙非」孕婦，並「不保證其子女取
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
譽會長鄭耀棠表示，他接受相關安排，因為香港資
源短缺，社會上也強烈要求「雙非」孕婦不能佔用
港人資源，但「雙非」孕婦衝關問題仍然存在，故
此本港應清晰地向「雙非」父母發出訊息，即使來

港分娩，其子女也未必獲得居港權，以杜絕中介公
司鼓勵雙非衝關等情況。
被問及限制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享有居港

權是否合法，鄭耀棠稱，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王光亞所指，要從法律層面，包括從人大釋法或
修改法例等，去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候任特首梁振英
昨指私家醫院明年應停收「雙非」孕婦，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理解及尊重有關看法，並
會保持各方溝通。有私家醫院擔心全面停收「雙
非」孕婦會增加衝急症室分娩的情況，增加醫護
人員壓力。私家醫院聯會表示，此舉嚴重影響私
家醫院營運，恐引起倒閉潮。

私院：影響營運或掀倒閉潮
港府已決定公營醫院明年停收「雙非」孕婦，

並與私家醫院明年的「雙非」孕婦分娩名額磋
商，但梁振英昨稱私家醫院明年亦應停收「雙非」
孕婦。周一嶽昨日透過新聞秘書回覆傳媒查詢時
稱，理解及尊重候任行政長官的看法，當局正與
私家醫院及梁振英就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保持
溝通。

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表示，今年私家醫院
有3.1萬個內地孕婦名額，一旦私家醫院明年停收
「雙非」孕婦，最終只能接收約3,000個「單非」孕
婦，對私家醫院造成嚴重影響，擔心有私家醫院
會因此而倒閉。
仁安醫院婦產科主管余啟文表示，即使停收

「雙非」孕婦，亦應設法停止給予「雙非」嬰兒的
居港權，否則仍會增加衝急症室的個案。
醫管局婦產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張德康表

示，明白候任特首的看法，若全面拒收「雙非」
孕婦，可有效減少本地醫療開支，並將資源用作
發展醫療產業，但若推行過於急進，會令私家醫
院無法在短時間內作出調整。他稱，私家醫院若
與現屆政府現就明年接受內地孕婦名額有正式協
定，但之後遭來屆政府推翻，不排除會引致法律
訴訟。

梁曾與多團體研解問題
「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問題已嚴重影響到本地孕婦的

權益。競選時已非常關注有關問題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當選後與多個團體會面時均討論到有關問題，其
中更特別邀約多名法律專家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會
面，聽取他們對解決「雙非」問題的意見。
梁振英於當選後的第二個星期五，已與葉劉淑儀，及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基本法》研究中心主
席胡漢清、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資深大律師莫樹聯
及梁家傑等會面近兩小時，專題討論有關「雙非」問題。
民建聯早前進行的民調發現，市民認為新特首最急切需要

處理的是解決「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梁振英於上周
六出席民建聯路向營時，亦與民建聯成員就「雙非」問題進
行了討論。此外，他於上周四出席的建制派飯局上，亦有多
位議員就「雙非」問題向他提出意見和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現屆政府：私院內地孕婦額擬削至2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有傳媒引述消息透

露，政府傾向建議明年私家醫院接收內地孕婦名
額，大減至2萬個至2.5萬個，並把單非和雙非分
隊處理。當局正研究核實港人內地配偶的方法，
稍後會再與私家醫院開會商討。

建議單雙非分隊處理
政府上周邀請私家醫院代表會面，商討處理內

地孕婦來港分娩的問題，據香港電台引述消息透
露，政府傾向建議，明年私家醫院接收內地孕婦
的名額，由今年約3.1萬個，大幅減少至2萬個至
2.5萬個，以便騰出更多空位，服務本地孕婦。另
外，當局又建議私家醫院將單非及雙非孕婦配額
分開處理，讓港人內地妻子有更多機會預約登
記。

消息稱，當局明白要核實單非孕婦身份有一定
難度，正研究多個方法，包括要求港人丈夫陪同
太太一同登記預約，以及考慮是否要求夫婦在登
記前宣誓，但消息強調，一切有待與私家醫院進
一步研究和商討。
「中港家庭權益會」發言人曾冠榮認為，區分

單非和雙非孕婦去處理是好事，但私家醫院費用
昂貴，促請政府在公院預留名額給單非孕婦。

浸會望勿一次過大減
現時佔有約1萬個分娩名額的浸會醫院，其行

政總監陳崇一表示，初步醫院只負責檢視文件或
副本等，再交由政府核實。至於分娩名額或會進
一步減少，他希望不要一次過大幅削減，而是階
段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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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表示，明年

私院的「雙非」配額

應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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