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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處於政制發展的轉捩點，中央授予港人普選
的權利，近日坊間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爭論激烈，
我雖然是讀建築出身，但作為一名民選區議員，一名
地區民意代表，也應就特首普選提出意見。

重溫《鄧小平論「一國兩制」》
對於鄧小平先生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

「一國兩制」締造者，我讀過其《鄧小平論「一國兩
制」》多遍，令我釐清了「一國兩制」、基本法立法
原意以及「愛國者」定義等關係政改的理念。

鄧小平說：「『一國兩制』能不能夠成功，要體現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裡面。」他又說：「世界歷
史上沒有這樣一個法，這是一個新的事物。香港在

1997年回歸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
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可見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性文件，其對政制發展的規定本港必須嚴
格遵從。

「一國兩制」要分清楚國家與特區關係
當談到國家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時，鄧小平有如此論

述：「『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
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另一方
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從這裡
我們可以明白國家與特區的主次關係，先有「一國」
後有「兩制」，「一國」是「兩制」的根本，在香港
的政制發展上，也必須符合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即

香港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央轄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

鄧小平說：「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
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又說：「其實
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
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
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換句話說，西方國
家的選舉方法，不一定適用於香港，我們必須切合香
港實際情況和政治現實，香港實行的是「一國兩制」
普選，與西方國家的普選截然不同，不可能照抄照
搬；必須在基本法與全國人大決定框架內依法辦事；
並且確保普選出來的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不能做損
害國家主權利益的事。

當談到「港人治港」時，鄧小平有這樣的論述：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愛國者
為主體的香港人來治理香港。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
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

他又解釋：「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
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香港的主
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都是愛國者。我們不
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
祖國，愛香港。」這表明出任特首者必須是愛國愛港

人士，而提名委員會的設立，正是確保唯有愛國愛港
人士才能「入閘」。

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
當了解鄧小平的權威論述後，我們便會明白，香港

政制發展必須按照基本法辦事、「一國」是「兩制」
的根本、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樣便不會令香港政改
走彎路。回到今天有關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
詢，我認為社會各界應該在基本法與全國人大決定的
基礎上，就普選方案多發表意見，理性討論，尋求共
識，達至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基石。一座大廈如沒有地基
便沒有上蓋建築物，沒有基本法便沒有「一國兩
制」。假如不遵從基本法推行政制發展，「一國兩
制」也無從保證，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會告吹。因此，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只有一個，就是依照基本法
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至於坊間諸如「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等方案，均偏離了基本法軌
道，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懇請持不同意見的朋友，放
下成見，切合實際，走回政制發展的正軌上，踴躍獻
策，這才是港人之福。

張仁康 九龍城區議員

重溫鄧小平權威論述 為香港普選立牌指路
鄧小平的權威論述，為香港普選立牌指路。重溫這些論述，我們便會明白，香港政制發展

必須按照基本法辦事、「一國」是「兩制」的根本、特首必須愛國愛港。這樣便不會令香港

政改走彎路。回到今天有關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詢，我認為社會各界人士應該在

基本法與全國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就普選方案多發表意見，至於坊間諸如「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等方案，均偏離了基本法軌道，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懇請持不同意見的朋友，

放下成見，切合實際，走回政制發展的正軌上，踴躍獻策，這才是港人之福。

醫管局無拖延余卓文「封刀」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大心臟科教授余卓
文，被威爾斯醫院禁止動刀做手術逾14個月，醫管
局仍未完成調查。有立法會議員昨在法會特別財委
會上批評，當局在處理上有拖延之嫌，認為事件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等候過長對余卓文及社會都不公
平。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指，醫管局在調
查期間一直有通報進展，不認為有拖延，加上獨立
調查委員會正跟進事件，當局不應行政介入。
高永文指出，局方不時向醫管局跟進調查進展，

而醫管局需要索取由醫學會自行調查的更詳細資
料，認為當中不存在拖延。他表示，余卓文是少有
的專家，亦是社會上的重要資源，盡快令他重新提
供服務是一個目標，但過程亦要符合程序公義，
「若要做得公平公正，需要花點時間，兩者要平
衡」。
醫管局總裁梁柏賢亦認同，心臟科專家很罕有，

希望盡快處理事件，但強調目前醫管局心臟服務維
持正常。

採視像加快考核海外醫生
另一方面，多名議員均擔心醫管局青黃不接，令

醫療質素下降。高永文表示，目前醫管局仍欠300
名醫生，但由於考核海外醫生涉及實習部分需時，
因此一年只能安排兩次，假如日後參考本地醫科生
做法，以視像形式代替，將可加快考核及引進海外
醫生。
他又謂，當局已「多管齊下」解決醫療人手不足

問題，並舉辦多次座談會，聽取同事意見，改善發
展及待遇，未必每個問題都會等待醫管局檢討督導
委員會處理。梁栢賢指，目前只有10名海外醫生，
透過有限度註冊醫生計劃在本港工作，成效不大，
但醫務委員會或大學醫學院並無阻撓引入更多海外
醫生，未來亦會繼續加強挽留本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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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促訂長遠陰宅政策

衛生署昨日呼籲市民
不要購買或服用一種名
為「Yanhee Slim」的減
肥產品，因為該產品懷疑
含有未標示及被禁用的西
藥成分，服用後可能危害
健康。該署在市場監察
期間，透過手機通訊應
用程式購買上述減肥產
品作化驗。政府化驗所
的檢驗結果顯示，有關產
品含有「西布曲明」。

減肥產品勿亂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本港骨灰龕供應持續
緊張，工聯會王國興促請
當局除了制訂長遠房屋策
略外，亦要有長遠陰宅政
策。高永文在立會會議上
回應稱，當局一向有長遠
政策，除了將按計劃在今
年第二季就規管私營骨灰
龕場提出建議外，同時亦
會研究未來10年可增加的公營龕位供應，以及繼續
推廣撒灰服務，協助紓緩龕位的緊張需求。此外，
政府已於今年初起放寬在龕位加放靈灰的限制，包
括容許非近親、但有密切關係人士共用龕位。高永
文指有關安排是善用龕位，且可在行政上配合，毋
須另訂法例，將來會加強宣傳。

科技罪案升 損失9億增逾倍
apps亂下載無細看權限 手機個人資料易洩密

資訊科技公司 Symantec 昨天舉辦
「Cyber Readiness Challenge」網絡

安全競爭賽，有50名IT專業人員、學生
及IT愛好者參加。

非法入侵電腦案急升九成
此項互動競賽從2012年開始舉辦，透過

現實威脅環境，模擬數據中心情境作賽，
由參賽者以駭客身份入侵系統，讓他們透
過技術及思考過程，最終能更好地保護其

機構與自己的網絡安全。
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轄下科技罪案組

亦有到場分享本港資訊安全最新情況。根
據警方數字，去年共接獲5,133宗科技罪
案，較2012年的3,015宗增加約70%，涉
及金額亦由2012年的3.4億元大增近2倍
至9.16億元。當中「非法進入電腦系統」
的報案數字有1,986宗，按年急升91%，
而「網上商業騙案」亦由2012年的1,105
宗升至去年的1,449宗。

羅少輝表示，隨着互聯網技術愈來愈發
達，愈來愈多不同類型的駭客軟件推出，
入侵他人電腦已不一定是駭客所為，「一
般人不需要太高技術，亦可利用相關軟
件，進行科技罪案。」他又指，大企業網
絡保安一般較好，但中小企因資金所限，
資訊科技人才亦不足，面對科技罪案的風
險亦會較高。

倡遙控刪走失機個人資料
羅少輝指出，現時智能手機非常流行，
手機用途亦愈趨廣泛，當市民遺失手機
時，容易增加個人資料外洩的風險。他又
謂，大部分市民除了不會在手機上安裝防
毒應用程式外，下載手機apps時，亦沒有
仔細查看需要甚麼權限，有機會被讀取不
必要的個人資料。羅少輝建議市民可以安
裝一些應用程式，令一旦遺失手機時，也
可以利用電腦遙距操控手機，將個人資料
刪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隨着互聯網技術愈來愈發達，近年衍

生出不少新的科技罪案。根據警方數據，去年共接獲5,133宗科技罪

案，較2012年增加約70%；損失的金額高達9.16億元，更較2012年

的3.4億元大增近2倍。資訊科技公司Symantec大中國區安全產品技

術總監羅少輝表示，現時大眾對智能手機的防護意識仍然不足，往往沒

有在下載apps時仔細查閱需要的權限，有機會被讀取不必要的個人資

料。

■羅少輝表示現時大眾在下載手機
應用時，沒有仔細查看所需權限，
有機會被讀取不必要的個人資料。

王維寶 攝

海關檢240萬走私海鮮 近4年最大宗

■有研究顯示，受訪的SEN生家長有近半數人壓力達10分「爆燈」水
平。

港最長鯨屍 城大製標本科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城

巿大學與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合作跟
進上周六鯨屍擱淺個案。城大生命科學
學者表示，鬚鯨擱淺的個案在香港並不
常見，是次擱淺的鬚鯨更是香港有紀錄
以來發現的最長鯨豚，具有極高科研及
教學價值，故會視乎鯨屍情況，製成標
本作科學研究及教學用途。

進行基因鑑定確定品種
早前，大埔紅石門附近發現近11米長

的鬚鯨屍體，城大得知漁護署物色本地
機構接收鯨屍，便聯絡漁護署及進行實
地視察。城大生命科學總監王啟熙獸醫
表示，鬚鯨擱淺的個案在香港並不常

見，這次擱淺的鬚鯨更是香港有紀錄以
來發現的最長鯨豚，具有極高科研及教
學價值，為此城大決定參與事件，期望
以動物醫學研究，加深香港社會對相關
範疇的認識。
王啟熙指，鯨屍體型龐大，身體有多

處明顯損傷，城大跨學科團隊會全面考
慮各項因素，並保留部分骨骼製成標
本，作教學及研究用，預計需要一段較
長時間。
城大會與保育基金緊密合作，以更有

效進行相關研究工作，目前保育基金的
「鯨豚擱淺行動組」將皮膚組織送往美
國和日本進行基因鑑定，以確定其品
種。

■■鯨屍將製成標本作科學研究及教學用途鯨屍將製成標本作科學研究及教學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內地對貴價海鮮
需求殷切，私梟不惜冒險以漁船一次過走私大量海
鮮圖利。海關昨凌晨在果洲群島以東海面截查一艘
內地漁船，搜獲多達382箱共重7,600公斤貴價海
鮮，包括龍蝦、象拔蚌、急凍三文魚等，總值逾
240萬元。這是海關近4年來破獲最大一宗利用漁船
走私貴價海鮮案，3名內地船員包括船長被捕。

可逃稅70萬元人民幣 拘3內地船員
該批貴價海鮮包括1,900公斤澳洲活龍蝦、1,400
公斤加拿大象拔蚌，以及4,300公斤挪威急凍三文
魚。海關海域行動課監督李德信表示，漁船走私貴
價海鮮並非主流，因速度慢、時間長。海鮮運抵目

的地新鮮度亦不及快艇，但漁船載貨量比快艇大。
該批海鮮如成功走私到內地，可逃稅達70萬元人民
幣。
海關海域行動課人員前晚在東龍島附近，發現該

艘沒亮燈行駛的內地漁船。追截期間，漁船改變航
道加速逃走。海關終在果洲群島以東海面截停該船
搜查，起出貴價海鮮。船長報稱，漁船正開往內地
惠東。由於無法出示載貨清單，連同2名船員涉嫌
走私被捕。
被捕3人43歲至63歲，稍後將落案被控，漁船及

價值240萬元海鮮被充公。海關海域調查組指揮官
陳宏雄表示，根據走私未列倉單貨物罪名，一經定
罪，最高監禁7年及罰款2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現
時就讀主流中小學的有特殊教育需
要（SEN）學生多達3.4萬名，但
家長及學界普遍認為有關支援欠
佳，學生未能展所長之餘，照顧者
亦面對沉重負擔。有研究顯示，受
訪的SEN生家長有近半數人壓力達
10分的「爆燈」水平，超過9成人
認為，由政府或學校提供的治療服
務並不足夠，期望當局能加強有關
師資培訓，全面檢討融合教育政
策，及於18區增設廉價社區支援服
務。
特殊學習需要權益會早前成功訪
問了127名育有SEN子女、主要來
自低收入家庭的家長，了解他們對

相關政策的看法，結果顯示，約
93%人認為現時的治療服務並不足
夠。而雖然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將融
合教育下的「學習支援津貼」提高
3成，但卻有逾9成家長認為對現
況沒幫助。受訪家長照顧孩子的壓
力普遍偏高，以1分至10分計，
76%人為8分或以上，更有逾48%
屬壓力10分「爆燈」。
而因應現有困境，最多家長期望

政府能增加SEN相關教師培訓，其
次則是為每名SEN生提供個別學習
計劃，及全面檢討融合教育政策，
亦有較多人希望政府於各區增設社
區支援服務，及將融合教育支援擴
至專上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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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反海上走私行動中海關反海上走私行動中
檢獲的一批走私海鮮檢獲的一批走私海鮮。。

■王國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