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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活雞批發商不滿打鼓嶺分流站檢疫安

排，決定停市21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

文昨日表示，只要業界更改運輸安排，改用

較小型貨車，集中在一個區運雞，相信可解

決問題。他又強調，面對禽流感風險，如果

業界不配合，就要考慮是否全面取消活雞供

應政策。在禽流感侵襲陰影下，保障公眾健

康安全是大前提。業界如果不配合政府防疫

工作，甚至造成防疫漏洞，政府只能全面取

消活雞供應，以保障市民安全。

禽流感流入本港，維護公眾安全是第一考

慮。政府建議業界改用細車運送雞隻，縮短

運輸流程，這是既符合防疫需要又兼顧業界

利益的折衷辦法。有關安排難免增加營運成

本，這是特殊情況下的額外付出，業界有責

任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然而，業界不接受

政府建議，計劃杯葛分流站運作，有業界人

士更揚言，不排除周日在市區放雞抗議。業

界若只重自己利益，只管自己方便，不理會

防疫的安全，問題就難以解決。政府花費

3,000萬元專為業界打造活雞分流站，業界若

因為運作的細節問題而令分流站無用武之

地，實在大大浪費公帑。至於業界未經漁農

署許可，在市區放雞既屬違法行為，更有傳

播禽流感之虞。拿公眾安全要脅政府，這是

自私霸道所為，法理不容，不可能博得市民

同情，只會引起社會反感。

自 1997 年本港爆發禽流感疫情以來，港

府致力防範，屢屢大規模殺雞，街市「日

日清」亦實施6年，目的都是為了照顧市民

食用活雞的需要。然而，香港人口稠密，

一旦出現疫情社區爆發，防疫難度相當之

高。1997 年禽流感疫情、2003 年沙士肆

虐，港人都吃過大虧，飽受病毒折磨。防

範禽流感，實施中央屠宰是最徹底的辦

法。內地北京、重慶等大城市推行活禽中

央屠宰多時。廣東省政府日前亦規定，在

本月 15 日起，珠三角及其他人口密集的地

級市實行活禽集中屠宰、冷鏈配送、生鮮

上市。香港作為現代化國際都會，與其耗

費巨額公帑進行效果不彰的防疫，不如順

應潮流，認真考慮實施雞隻中央屠宰，勿

再瞻前顧後、議而不決。

（相關新聞刊A7版）

不能配合防疫 就應取消活雞供應
日皇明仁在元旦日發表新年談話，表示今年是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周年，日本應該藉二戰結束七

十周年之際反思戰爭歷史，思考今後日本的發展

方向。但另一邊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春季

向國會提交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相關法律修正案，

並促使盡快通過。安倍內閣一意孤行解禁集體自

衛權，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肆意衝擊和踐踏，也

是對日本國內及世界和平力量正義呼聲的公然藐

視，是玩火自焚的危險行徑。

和平憲法是日本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也是其

他國家同日本發展友好關係的基礎。和平憲法

給日本帶來了繁榮，也給東亞地區帶來了穩

定。對和平憲法的修改，意味改變現行戰後

體制，亞太地區原有的戰略平衡將被打破，各

相關國家將相應調整本國軍事安全戰略和政

策。隨日本軍事安全政策更具外向性、進攻

性，相關國家的地緣戰略對峙、安全摩擦的風

險系數也將上升。

繼承了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政治基因」的安

倍，一直對戰後秩序耿耿於懷，千方百計謀求軍

國主義復辟，這不但給亞洲各國帶來新的安全挑

戰，也會給日本人民帶來新的災難。近代軍國主

義的窮兵黷武曾使日本列島生靈塗炭，戰後的和

平主義道路則造就了今天日本的富足與繁榮。日

本若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日本國民將被再一次捆

綁到軍事冒險的戰車上而陷入災難。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明確表示，美國支持日本

政府關於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並謬稱這一舉

動具有「歷史意義」。美國企圖使日本成為其實

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馬前卒，充當遏制中國

的工具。但美國此舉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

像美國人永遠不會忘記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樣，日

本也不會忘掉二戰的慘敗，美國養虎遺患難免又

出現一次珍珠港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內閣決議中的集體自衛權

行使條件模糊而寬泛，隨時都可能成為日本對外

發動軍事行動的藉口，尤其是其地域範圍將直接

涉及東海、南海、台海、釣魚島海域，直接損害

中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根據《聯合國憲

章》的規定，若當年發動侵略的國家再次對他國

進行武力挑釁或侵略，被侵犯的國家可不經聯合

國同意即進行武力自衛反擊。中國需要加強軍備

應對，中國不惹事，但絕不怕事，決不允許日本

在中國家門口生事。

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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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首設自收「直升」家長憂蝕底

八大增收600港生 最快明年落實
學額分配「井水不犯河水」免內地生再被屈「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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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
育局昨日向立法會遞交的文件中，亦提
及2015/16學年整體學額指標分布。由
於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未來3年將逐步增加
大學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收生學額共
1,000個，下學年將會先增加265個至
4,265個。根據iPASS網站資料，城市大
學下學年的高年級學生核准取錄人數將
增加86個名額至1,395個，成八大中最
多，其次則為增加50個名額的浸會大
學，其高年級收生額共增至448個。

浸大：課程攤分後增額不算多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

表示，增加副學士升讀大學的銜接學
額，可減輕副學士學生壓力，隨着學生
人口下跌，將有更多副學士學生的升學
需求獲得滿足。浸大教務長蘇國生表
示，50個名額於八大院校中雖然算多，
但該校有約50個本科課程，攤分後人數
並不算多，學校資源分配亦沒有構成壓
力。
另一方面，部分副學位學額將因不符
合特定資助準則而取消，有關學額將會
減少453個至3,868個。
此外，文件亦提及學界期望將2015/16

學年作為延展年的建議。政府向八大撥
款通常以3年為一個資助期，現時的3年
期涵蓋2012/13學年至2014/15學年，但
學界希望可延展至2015/16學年，以有
更多時間檢討新學制的推行和影響。因
此，政府決定將3年期延展一年，並於
2015/16學年向八大撥款171億元，讓院
校順利運作。文件亦提到，檢視新學制
經驗後，將會着手進行有關學費水平的
檢討，屆時大學學費或會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歐陽文倩）非本地

生來港升讀大學，一直

被部分人指責為「搶資

源」，教育局昨日就向

立法會遞交文件，明晰

非本地生與本地生學額

分配的政策。以往八大

院校可最多錄取 20%

的非本地生，當中包括

4%為資助學額，16%

為額外學額。新政策將

會把 20%的非本地生

學額一律劃為核准收生

指標1.5萬個以外的額

外學額，變相讓供港生

升大的學額由 96%增

加至100%。新制將於

2016/17學年起落實，

屆時收生名額將較現時

增加約600個。有升學

專家及中學生代表均對

政策表示歡迎；大學界

人士亦認為這能令政策

更清晰，進一步保障本

地生的升學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9月新學年入學的中一自
行收生階段昨日正式展開，不少家長四出為子女報讀心儀
學校。其中南區著名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首度開放58個自
行分配學位予全港學生，令原本可直升該校的兩所直屬小
學學生入讀機會受影響。有直屬小學家長質疑，校方臨近
學生畢業才通知，影響子女升學部署，但亦有家長稱開放
報名後女兒能與全港學生公平競爭，有助早日認清社會競
爭激烈的現實。另外，有來自內地的家長透過置業投資移
居香港助孩子申請本地名校，其中包括希望兒子入讀皇仁
書院的鄭女士。

陳太：變相削直升機會不公平
聖心書院與位於中西區的嘉諾撒聖心學校及其私立部兩

小學為直屬關係，該校早前宣布，首次開放58個自行分配
學位予全港小六生報名，變相削減該兩直屬校270名小學
畢業生直升的機會。昨攜同女兒到聖心交表的家長陳太
指，當初女兒入讀中西區嘉諾撒聖心學校是為了直升附屬
中學，但至去年11月才獲小學老師通知有關自行收生的新
安排，認為做法不公平，又指影響她們的升學策略。她表
示，老師有提過若女兒成績穩定獲取錄「成數高」，但在
學位開放下，她擔心女兒發揮不佳，所以已報讀另一所中
西區名女校。
為提高競爭力，陳太女兒小四起已經常閱讀報紙了解時

事，小五起則請私人補習老師主攻語文，另有學習奧數和
鋼琴；她表示雖然自己成績比以往進步，但面對競爭仍感
緊張。

黎太：憑實力競爭無問題

對聖心書院開放學額，女兒同樣在其直屬小學讀書的黎太
則表示沒有問題，反指香港小朋友受過度保護，認為現時女
兒能與全港學生公平競爭，有助其早日認清社會現實。她表
明女兒成績只屬中等，現時盡量交表一試，希望她憑實力爭
取學位，「得又好，不得也好，應該讓她適應社會現實。」
馬太的女兒紫妍是受惠於聖心書院開放收生的「校外

生」，一家居於南區的她表示，區內英中學額不多，對聖心
首招校外生感到開心，但亦認為競爭激烈，成功入讀機會不
大。談到升中部署，馬太指女兒有學習樂器法國號和跆拳
道，希望能藉課外活動幫上一把；紫妍則表示，知道聖心書
院重視科學教育，所以有上網搜尋科學資料做準備。

皇仁自收面試或問時事
傳統名校皇仁書院昨亦有不少家長到校交表，副校長周根

雄表示將提供43個自行學位，面見約200名申請者，甄選條
件包括成績、操行和課外活動，而面試比重則佔30%，當中
有機會問及時事議題如「佔中」等。由浙江移居香港的鄭女
士昨到皇仁索取申請表，她一家三年前花650萬元於黃大仙
置業投資來港，希望為兒子報讀名校，每月花6,000元讓兒
子補習和學習單簧管，為其長遠出國升學鋪路。

■自2016/17學年起，由於20%非本地生學
額一律劃為額外學額，故本地生可獨佔1.5
萬個資助一年級學士學額。圖為中文大學校
園。 資料圖片

◀陳太(右)指，女兒
在去年11月才獲通
知有關自行收生的
新安排，影響升學
策略。左為陳太女
兒。 潘達文 攝

■馬太指，南區好的英中少，相信要跟同區的
學生競爭，成功入讀機會不大。右為女兒馬紫
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黎太指，直屬的
中學開放自行分配
學位，認為有助其
女兒早日認清社會
現實。 潘達文 攝

■皇仁書院
新學年提供
43 個自行
收生學位，
面見約200
名申請者。
圖為該校校
舍。
潘達文 攝

香港政府一直積極吸納世界各地人才來
港升學，令校園環境更國際化，故允

許資助院校錄取相當於核准資助學額20%的
非本地生，包括4%的資助學額及16%的超
額錄取學額。換言之，在1.5萬個資助一年
級學士學額中，以往有4%、共600個可用作
錄取非本地生，本地生的學額則為1.44萬
個。在新政策下，自2016/17學年起，由於
20%非本地生學額一律劃為額外學額，故本
地生可獨佔1.5萬個資助一年級學士學額，
保障了本地生的升學機會，亦同時不影響非
本地生。

專家：分別不大 助息爭議
香港大學教務長韋永庚及浸會大學教務長

蘇國生均對政策表示歡迎。韋永庚指，有關
政策保證了院校可騰出更多空間去錄取本地

生，對本地社會更為公平；蘇國生則表示，
有關政策令院校收生規定方面更為清晰。不
過，二人均表示，其實際影響則未必有想像
中大，「大部分院校錄取非本地生時都沒有
用盡20%，錄取本地生亦不止96%，所以分
別應該不大，但能避免社會上一些爭議。」
根據教育局遞交的文件，在2013/14學年的
1.5萬個資助一年級學士學額中，院校就錄取
了相當於97.6%、共1.46萬名本地生，以及
相當於16.3%、共2,446名非本地生。

收生門檻料無太大改變
不過，有關政策始終確保了1.5萬個學額

全用於本地生之上。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
總幹事吳寶城就認為，有關措施對本地學生
而言絕對是好事，「本地大學學額一直以來
都不足夠，所以能加多一些一定是好。」雖

然名義上學額多了600個，但吳寶城提醒學
生不要以為升大學會比以往容易許多，「可
能一些原本收21分、22分的課程，其收生門
檻會稍稍下降，但其下降幅度亦不會大，因
為1分之差已有約1,000人在其中，所以600
個學額並不會為收生門檻造成太大改變，學
生不要因此掉以輕心、於報讀課程時變得過
於進取。」
香港學生會總會主席、現時就讀中四的冼

家傑及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均對有關措
施表示歡迎。
冼家傑表示，有多些大學學額予本地生，

令更多本地生可獲得大學學歷，對整體社會
而言也是好事。他認為，隨着未來數年學生
人口下降，1.5萬個大學學額給予本地生尚算
合理，但其後雙非學童將要升讀大學，政府
要有更長遠的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