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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作賊心虛，立即反駁，
「香港沒有外國勢力，亦沒有人搞『港獨』」，更要
求「拿出證據來」，更指「若沒有證據，則應少說虛
話」。梁家傑以為，用「賊喊捉賊」的辦法就可以掩
蓋反對派長期勾結外國勢力、收取外國「黑金」的真
相，就可以在反對中央、挑戰「一國兩制」的問題上
蒙混過關，他們可以扮演「特洛伊木馬」，推倒基本
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制度，讓他們有機會奪權成功。
這是癡心妄想。既然梁家傑叫囂要「拿出證據來」，
企圖封住別人的嘴巴，近日本港市民就揭露了2009年
反對派密謀策動「五區公投」的研討會片段，出席密
會者包括有美國政府資助的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

（NDI）成員，以及多位外國「學者」，這是外國勢力
干預港事的有力證據。不少香港市民已經要求梁家傑
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下台。

反對派與外國勢力合謀亂港證據確鑿
證據顯示，包括梁家傑、何秀蘭、范國威等反對派

頭頭，曾於2009年與美英等外國勢力合謀，翌年在港
發動「五區公投」，挑戰中央。藍血高貴的公民黨，
為什麼會和粗鄙的社民連沆瀣一氣，搞「五區公
投」，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在背後組織牽線，公民
黨、社民連成為了美國人棋子。為什麼美國要鼓動香
港的代理人搞「五區公投」？根據近日揭露的材料顯

示 ， 當 年 有 份 參 與 策 劃 密 會 的 NDI 成 員 Burno
Kaufmann聲稱，「學生和學院的參與是關鍵因素」，
因為這樣才可以建立將來的「活躍分子、選民及決策
者」。

事實上，「五區公投」除了辭職的5名反對派議員
外，大學生組織「大專2012」也參選，被指是「反對
派B隊」。「五區公投」的目的就是要挑戰中央和特
區政府，要鼓動年輕人反對政府，最後奪取政權。這
是NDI在前蘇聯國家和阿拉伯國家搞「顏色革命」的
慣用伎倆。從「五區公投」到去年的「佔領中環」，
反對派的目標相當清楚，就是要踢開基本法，反對提
名委員會制度。而反對派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和外國
勢力勾結的證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香港市民看
清楚他們是美國「馬前卒」的真面目，他們所謂爭取
「真普選」完全是假象，真正目的是為在香港建立親
西方政權，顛覆中國主權。

基本法是香港繁榮穩定的保護傘
為了要奪權，2003年反對派急不及待發動反對23條

立法的所謂「大遊行」。他們早就用行動保障外國勢
力在香港的活動空間，要反對限制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的23條立法。繼而發動「五區公投」、「佔中」，這
三個行動互相連結，互相配合，逐步推進。反對派要

製造「香港命運自決」的政治氛圍，威脅中央在普選
問題退讓，放棄國家主權和對港管治權。這是沒有可
能的，如果中央讓步，反對派的野心只會更大，香港
將永無寧日。

英國的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英國政府從來沒有讓
步，反而採取果斷措施，拘捕製造動亂的頭頭，結果
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所以，當前本港反對派要求
「真普選」根本是一個偽命題，「國際標準」也是一
個偽命題。普選鬥爭的實質，是中國政府維護主權與
外國勢力代理人奪取香港政權的鬥爭。外國勢力現在
已經滲透到大學，滲透到香港的政黨。反對派政黨和
政客，凡事都請示外國勢力，聽命於外國勢力，他們
的活動經費更來自外國勢力。NDI在香港活躍多年，
自 1995 年起開始資助本港的反對派，資助總額超過
395 萬美元（折合逾 3,000 萬港元）。據有關資料顯
示，早在2006年，NDI就跟「港大比較法與公法研究
中心」合作，舉辦研討會。人大常委會「8·31 決
定」，就是要防範外國勢力代理人奪權，架空中國的
主權。這是體現了基本法45條中提名委員會為普選把
關的精神，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全和利益的重要保
障，是香港的繁榮穩定的保護傘，豈能容反對派推
翻？

高天問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紀念基本法發表25周年的座談會上指出，香港基

本法規定的制度不是為「某些勢力」提供舞台，讓其有機會奪取香港管治權。這是有的放

矢，講明了基本法承諾普選和防止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之間的關係，講明了基本法制定

的時候，早就預見了外國勢力和殖民勢力會捲土重來。所以，基本法訂立了23條，防止外

國勢力顛覆政權、煽動叛亂、分裂國家，也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組織勾結外國勢力；基本法

45條，也定出實現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制度，防止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奪取香港政權。這是天

經地義的，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會這樣做。難道美國、英國選舉的時候，會允許本國的政黨或

者候選人收取外國金錢，顛覆本國政權嗎？會讓鼓吹分裂國家的人當上總統或首相嗎？

堅決貫徹落實基本法 絕不容外國勢力奪權

瀕危栗鳽暌違27載再現香江
料全球不足2500隻 觀鳥會：證郊園不包括地具生態價值

工聯促增全日制幼園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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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揭「城市穹頂」致「熱島」空污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

北京市民飽受霧霾天氣影響，引
起全國關注。其實不單空氣污染
能造成「穹頂」，高密度的建築
同樣令香港面臨熱流「穹頂」的
威脅。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針對
本港的城市通風進行一項基礎研
究，發現每年有約1%日子當風勢
極弱的時候，建築物自身產生的
熱風會向內走再向上升，造成
「城市穹頂」（Urban Dome），
令熱島效應及空氣污染惡化。負
責研究的系主任李玉國坦言，現
時科學界未能解決和移除「穹
頂」問題，但建議政府可從減少
街道上的阻礙入手，並建造更多
底部架空的建築形態，增加風的
流動。

李玉國昨日引用天文台資料
指，香港地表風速由1968年的每
秒3.5米降低至去年的每秒只有2
米，在過去100年亦變暖2度，有
關持續趨勢值得關注。因應有關
情況，其研究團隊於2007年開
始，就城市通風進行研究，他以
中環為例指，該區有60%地方有
建築物，平均高度為 100 米，
「密度高的大樓引起相應的氣候
問題，例如建築表面會吸收太陽
輻射，令氣溫變熱；亦會減低風
向的流動。」
有見及此，研究團隊就製作了

一個水槽模型，測試密集建築下
空氣及熱力運動模式，發現在模
擬大廈密集而無風的狀況下，熱
力會向內走，再向上升，形成

「穹頂狀」情況，而有關熱流更
會包圍城市，可令氣溫持續高
企，污染物也難以分散。李玉國
表示，香港每年1%的日子會出現
有關情況，環境會變差，惟暫時
科學界未能有效地解決「穹
頂」，但會繼續進行研究。

促加寬街道 善用山坡風
李玉國又指，如日後的城市規

劃有更多屏風樓及插針樓落成，
街道風速會繼續下降；他建議可
從根本入手，改善城市規劃方
向，例如加寬街道，以充分利用
山坡風促進城市通風；鼓勵建築
界建造新大廈時，參考匯豐銀行
總行的做法。架空底部的建築形
勢，做法有助通風，同時「大廈
外的廣告牌應盡量減少，否則只
會阻礙通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西貢清水灣、滘西
洲及大嶼山昨先後接獲3宗鯨豚擱淺個案，香港海洋
公園保育基金「鯨豚擱淺行動組」初步相信發現的3
條豚屍均屬江豚，其中在清水灣大環頭村對開石灘發
現的的江豚屍體已開始腐爛，頸部有被魚絲糾纏痕
跡，死因有待檢驗。而在大嶼山下長沙及西貢滘西洲
的2條豚屍則有待處理。
此外，海洋公園透露痛失一條於3月30日出生、僅

存活了73小時的初生海豚，解剖報告顯示小海豚肺部
約有25%未能完全張開、肝臟亦發育不正常。

3江豚擱淺亡 海園海豚夭折

■■其中一條在大環頭村擱淺的江豚其中一條在大環頭村擱淺的江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 香港
新華安成教育集團和北京百家互聯科技有限公
司日前在北京簽署框架性合作協議，雙方將通
過線上線下教育資源共享合作，致力打造內地
與香港最大最強教育服務平台。

互聯網選課程 教與學更便捷
此次簽約項目主要關於北京百家互聯科技旗下的

「跟誰學」學習服務電商平台，該平台通過提供移
動互聯網的一站式服務，客戶可藉以找尋自己感興
趣的老師和教學課程，令教與學更便捷、更高效。
雙方計劃藉本次合作實現線上線下的教育資

源共享，在幼稚園至高中的教育領域、政務培
訓領域等開展全方位、多領域、創新型的線上
教育項目。北京百家互聯科技會提供線上技術
支持、在線直播工具、在線視頻播放、學員後
台數據庫分析、個性化展示主頁、公益教育活
動支持等；新華安成教育則負責充分挖掘在線
教育訴求、提供區域性在線教育推廣、提供學
前教育、基礎教育、成人高教、體育產業、藝
術領域、政務培訓等規模化的線下教育內容及
師生資源。

開文化課增港青國家認同感
新華安成教育集團及「跟誰學」學習服務平

台負責人表示，未來雙方還將香港青少年國情
教育方面開設專題產品，增加對港青的國情教
育，開設內容包括國家歷史、文化等課程，期
待通過這些教育能增加港青的國家認同感。負
責人透露，目前，香港青年學生也可以在香港
通過「跟誰學」網上服務平台尋找良師學習國
家歷史等課程。
此前，新華安成教育集團已與鎮江丹陽市政府

合作，擬投資1億美元，在當地籌建現代化職業
教育學院、雙語國際幼兒園以及教育綜合體地產
項目。該公司屬香港新華集團旗下，董事局主席
蔡冠深是全國政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席，業務
涉及海產食品、地產建築、金融財務、基礎建
設、高新科技、傳媒文化、教育投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最
快本月向政府提交報告，就如何落實免費幼教提出建議。工
聯會昨舉行記者會，促請政府增加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
的學額數目、豁免全日制幼稚園學費，並提高託管、車船等
非學費資助，協助家長全身投入工作，釋放社會勞動力。
工聯會引述教育局數據指，於2014/15學年非牟利全日

制幼稚園入讀率高達97%，反映家長對全日制學額需求相
當高。而近年幼稚園學費持續增加，僅五成家庭成功申請
學費減免，不少人需負擔高昂的學費。
據該會1月公布的調查顯示，兩成受訪者認為目前幼稚
園收費不合理，逾九成市民支持推行15年免費教育。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為助家長投入全職工作，釋放
勞動力。政府應增加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同時
豁免全日制學費及提高學童託管資助。

■香港新華安成教育集團總裁印濤與「跟誰學」集團總裁
陳向東簽署合作協議。 馬靜攝

■ 鄧 家 彪
（中）建議，
政府增加全
日制及長全
日制幼稚園
的 學 額 數
目。
工聯會供圖

栗鳽身上主要為啡色羽毛，中間有深色紋，又名
栗頭虎斑鳽，與黑臉琵鷺同被國家自然保護聯

盟列為「瀕危」級別，數量非常稀少，估計全球只
剩下1,000隻至不足2,500隻，數量更有下跌趨勢。

去年西貢居民發現鳥蹤
去年12月，香港兩名外籍居民Jake Skinner及Ti-
na Eldridge在西貢家中附近發現栗鳽的蹤跡。Tina
表示，最初看到栗鳽時，就覺得牠很特別，引起她
的好奇心，於是在一些雀鳥的書籍搜集資料，希望
找出一個答案。她在書籍上得知是栗鳽時，並不相
信，因為栗鳽屬瀕危物種。

港有6次記錄 內地4次記錄
經過多日的觀察及資料搜集，Jake Skinner及Ti-

na Eldridge決定將發現通知香港觀鳥會，該會其後
到西貢實地考察及拍照，將粟鳽的蹤影記錄下來。
根據上次栗鳽在港出現的記錄，已經是1988年，足
足距今27年，且連同今次在內，香港僅有6次記
錄，每次只有1隻。
香港觀鳥會研究經理余日東表示，栗鳽主要在日

本本州、九州及伊豆群島繁殖，越冬的地點則在菲
律賓及琉球群島，遷徙時會途徑香港、上海及福建
等地區，記錄的時間都是4月、11月及12月，相信

今次是因為過冬而路過香港的可能性最大。
他指出，香港有6次記錄已較其他地方多，如作為
繁殖地的日本雖然每年都有發現記錄，但只屬零
星，而內地過去近30年亦只有4次記錄。
今次發現栗鳽的地點並非熱門觀鳥地點，觀鳥會保

育主任胡明川表示，該地點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內，雖然有一條村落，但居住人口不多，對環境影響
較少，且附近仍有天然的植被，並與旁邊的郊野公園
有緊密的聯繫，證明不包括土地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
他指出，近年在不包括土地的發展愈來愈多，擔
心自然生態會逐漸消失，希望政府可加強規管及保
育該些土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與黑臉琵鷺同屬「瀕危」雀鳥栗

鳽，相距27年再次在香港出現。去

年12月，兩名外籍居民在西貢發現

栗鳽的蹤跡，今次逗留的日數更由

過往一兩日增至一周。香港觀鳥會

昨日表示，栗鳽是因為過冬而路過

香港的可能性最大。觀鳥會又認

為，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具有很高

的生態價值，希望特區政府可加強

規管及保育這些土地。

■■與黑臉琵鷺同屬與黑臉琵鷺同屬「「瀕危瀕危」」級別的栗鳽相級別的栗鳽相
距距2727年年，，再次在香港出現再次在香港出現。。 鮑旻珊鮑旻珊攝攝■■栗鳽栗鳽。。香港觀鳥會供圖香港觀鳥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適逢今年是以畫馬
聞名的已故中國美術大師徐悲鴻誕辰120周年，香
港青年協會集結逾萬名青年、18名設計師及名人，
以徐悲鴻名作《奔馬圖》為藍本，合力製作近萬呎
的大型裝置藝術，當中包括過萬隻再造紙模型創作
品，並申請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由青協主辦、徐悲鴻藝術委員會協辦、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贊助的「萬馬奔騰．萬眾一心」裝置藝
術及教育計劃，昨日舉行開幕禮，邀得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部長陳林等出席主持。是次展覽集合兩岸三地青少
年的創意，創作出過萬隻獨一無二的立體奔馬紙
模；而18位名人及本地設計師，亦合力製作了8匹
高6呎的巨型馬匹雕塑，展現萬馬奔騰的氣勢。
由今天起一連三日，沙田馬場舉行「同心同步同
樂日」大型社區嘉年華，慶祝馬會成立130周年，展
出此大型裝置藝術及10幅徐悲鴻的水墨真跡，讓公
眾更深入了解中國藝術文化。■■逾萬匹逾萬匹「「駿馬駿馬」」現身沙田馬場圖創世界紀錄現身沙田馬場圖創世界紀錄。。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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