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近日又出現禽流感個案，上月16日在
屯門仁愛街市一個活家禽檔檢取的樣本，檢
測出 H7N9 病毒。本港昨日起暫停活雞供
應，活禽進口也將暫停。據專家估計，由於
有本地農場的活雞受感染，不排除其他街市
亦有活雞受感染而導致又一波禽流感襲來的
可能性。近十幾年來，禽流感不時襲港，令
人不勝其煩。可行根治的辦法，是實施中央
屠宰。雖然這個方式將改變部分市民的生活
習慣，對業界亦將產生一些影響，但從確保
公共衛生安全、保障香港市民健康這個大局
出發，政府應該下決心重啟中央屠宰計劃。

香港先後於97年、99年和03年發生三次較
大規模的禽流感疫情，令社會受到重大衝
擊。之後，禽流感又不時出現，對廣大市民
的健康構成威脅。目前，政府對禽流感已保
持高度警覺，因應情況構築了多道防疫線，
包括規定所有在市面零售的活雞，必須來自
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一旦發現場內的雞有
問題，便立即禁止放行，銷毀全場雞隻；各
活家禽零售點也要實施「夜夜清」方式，未
賣出去的雞須即日全部宰掉，令病毒難以在
市區進一步傳播。但是，由於禽流感病毒不
斷變異，即使採取多重的防疫措施亦難以杜
絕。而且，禽流感一旦出現，或將採取全面
殺雞等措施，停止活禽供應一段時間，對業
界運作難免構成重大影響。至於為防疫而殺
雞所產生對雞販、雞農的賠償問題，也成為
政府和納稅人的包袱。總之，禽流感一日不

根治，就猶如斜坡上存在沒有清理的滾石，
對社會的正常運作乃至市民的健康和生活，
始終存在着重大的危險隱患。

目前，徹底防範和杜絕禽流感的最有效方
式，就是實施中央屠宰。當然，這樣做也有
一些爭議，主要是影響到部分市民食用新鮮
雞等生活習慣，對經營活家禽的業界也會受
到相當的影響。前幾年政府以當時的禽流感
風險已不大，及經濟效益太低為由，暫時擱
置了有關計劃。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只要
本港存有活雞一日，禽流感的陰影始終揮之
不去，尤其是候鳥的病毒基因經常在變化之
中，對禽類和人類傳播病毒的風險不斷增
加，萬一病毒基因出現人傳人的情況，以香
港這樣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就有可能爆發
大規模的疫情，對香港社會造成嚴重衝擊。
一方面是業界利益、某些市民的生活習慣；
另方面是香港市民的健康和社會整體利益。
兩相比較之下，顯然後者更為重要。作為負
責任的政府，有必要從長遠考慮，採取措
施，徹底消除對香港社會可能產生重大打擊
的潛在風險。

當然，由於社會上對這個問題還存在一些
分歧，業界方面也沒有完全達成共識，重啟
中央屠宰計劃，需要盡可能妥善地協助業界
轉型，同時逐步引導市民轉變生活習慣，更
要有全面溝通和諮詢的安排，努力制定出一
個以公共衛生安全為優先，兼顧各方持份者
利益的多贏實施方案。

果斷重啟中央屠宰 根治禽流感
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即將公

佈。昨日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
在新加坡的亞洲安全峰會上，不點名批評美國蓄
意挑動南海問題。美國打着「維護國際法」、
「維護航行自由」的旗號，對中國橫加指責，但
美國至今未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根本就
無資格對南海問題說三道四。美國把手伸進南
海，縱容盟友挑戰中國，目的只為重返亞太，遏
止中國崛起。中國堅持通過雙邊談判和平解決南
海領土爭議，希望南海鄰國不要被美國的唆使迷
惑，而應與中國相向而行，共同促進南海的和平
與穩定，這才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

美國為免霸主地位旁落，近年加快落實「重返
亞太」戰略，不斷在南海「搗亂」，對國際法採
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投機態度，一方面帶頭在
南海實施所謂的航行自由計劃，公然炫耀武力；
一方面拉幫結派，支持其盟國對抗中國，包括煽
動菲律賓就南沙爭議提出國際仲裁，企圖利用國
際法和公約迫使中國讓步。但諷刺的是，作為全
球解決海洋領土、資源爭議最重要法律之一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是唯一拒絕簽署的
大國。中國簽署了公約，也尊重公約。美國沒有
簽署公約，卻不斷拿公約向中國指手畫腳，慫恿
盟友違背公約的規定單方面向國際法庭提出仲
裁，把南海問題國際化。這說明美國從不尊重海
洋法公約，但當美國全球戰略有需要時，就把公
約當作攻擊中國的武器。

南海本來風平浪靜，南海航行自由數十年來沒
有受到影響。但美國為落實「重返亞太」，加大

了對南海的政治和軍事介入，渲染地區局勢緊
張，造成南海矛盾的複雜化、尖銳化。於是，南
海個別國家不斷擴大武裝入侵中國島礁和軍事擴
礁建設，不但不回應中國在有爭議海域共同開發
的主張，反而自己單方面開發，甚至不允許中國
開發，令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美國則以維護「航行自由」名義，派出軍艦、軍
機屢屢抵近中國的領海、領空，人為製造擦槍走
火的危機，威脅南海的和平穩定。

中國奉行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一向堅持通
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南海問題雖然
複雜敏感，但並非是無法解開的死結。打破困
局的鑰匙一直掌握在地區國家手中——就是當
事國通過直接談判協商解決有關爭端。長期以
來，中國同有關當事國就南海有關爭議保持溝
通，並通過雙邊文件把談判協商確立為管控和
解決爭議的根本途徑。南海局勢保持總體穩
定，有關爭端得到妥善管控，就是因為中國始
終本着互相尊重和平等協商原則，按照國際法
尋求解決辦法。指責中國以大欺小、以強凌
弱，根本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南海和平穩定是中國的重大利益所在，也是南
海各國的利益最大公約數。區內各國應強化與中
國合作，千萬不要被別有用心的域外國家所利
用，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
的交往新路，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
張，加強互信和深化合作，共同打造符合亞太地
區安全需求的合作新格局。

（相關新聞刊A15版）

美國無資格對南海問題說三道四

「一國兩制」符兩地最佳利益
劉兆佳：「分離」多為博關注 宣揚者亦不信行得通

中央與特區關係

是近期香港社會的

熱門話題，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大榮休社會

學講座教授劉兆佳昨日在一個論

壇上表示，「一國兩制」是維繫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維護國家利

益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符合兩

地根本利益，故兩地應合作改善

「一國兩制」的落實，從而改善

兩地關係。他又指，「港獨」和

分離主義等反中央行為只是為了

吸引注意，連抗爭者亦不相信

「港獨」可行。他認為特區政府

日後應繼續推動社會改革，紓緩

社會矛盾。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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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民主思路」召集人
湯家驊表示，國家主權和「兩制」同樣重要，港人不
應只談後者。
他認為，很多內地和香港矛盾的成因涉及香港基本
法，建議設立特區基本法諮詢架構，收納港人對實施
基本法的意見。
他又提出，應重新建立一個非官方溝通渠道，讓不

同意見可以直接清楚表達，同時避免在官方溝通過程
中轉述意見時出現誤解。他希望中央和港人都放下成
見，共同努力修補關係。
湯家驊昨日在「中央與特區關係發展」研討會上表

示，香港人都希望「一國兩制」落實，而「一國」和
「兩制」應如何平衡，香港基本法已有闡述，故任何
建議必須要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
他認為，中央和特區政府都要多努力，提高互通信

息的透明度，因為現時香港人認為特首是中央的代言
人，只站在中央一方，不會反映港人的訴求，而這種
說法可能對特首不公平，這個問題也不是換特首就能

解決。

設非官方溝通渠道新機制
對於如何改善中央與特區關係，他提出，應設立特

區基本法諮詢架構，並建立非官方溝通渠道。
他解釋，官方的溝通有可能因為表述偏差而造成誤

會，引起民眾誤解。此外，近來台灣與大陸關係轉
好，是因為有很多非官方的溝通渠道和組織，能夠清
楚表達雙方不同意見。因此，湯家驊認為，需要設立
一個新的溝通機制，專注改善內地與香港關係，以及
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

劉兆佳：新機制公平合理不易
不過，在討論環節，同場的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

座教授劉兆佳就不認同湯家驊的說法。
劉兆佳表示，在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就是要扮

演一個與中央溝通的角色，尤其是特首要向中央匯
報，這在香港基本法已寫明，如要另立溝通機制，難

以保證新機制比特首和中聯辦要好。
劉兆佳還說，中央如果有意向廣泛徵詢各方意見，

可以責成特首或中聯辦，故現時無須否定特首和中聯
辦的作用。
此外，劉兆佳也指，要在目前香港充滿政治衝突的

環境下建立一個機制，讓中央可以吸收各方意見，而
讓各方都認為是公平、合理和有代表性，也似乎不是
那麼容易。

葉太：新架構實際操作複雜
行政會議成員、「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也在討

論中表示，湯家驊的建議在理論上是好，但實際操作
上有問題，因為新諮詢架構的委員會成員要如何產生
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葉劉淑儀解釋，「欽點」港人不會同意，但要民主

選舉，又會出現種種問題，例如在選舉過程中競選者
花大量精力打擊對手等。此外，如果成立這樣一個架
構，也會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日表示，回歸19年來香港發生
3次重大政治危機事件，包括2003年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引致「七一大遊
行」、2012年反國教事件，以及2014年政
改爭議和引發的「佔領」行動，都對中央
與特區關係造成衝擊，這些事情都要梳
理。

應思考如何處理兩地矛盾
他認為，把責任推到特區政府或中央政

府任何一方既不公平，也無補於事，強調
目前應思考如何處理兩地矛盾，並強調未
來10年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將決定「一國兩
制」的前途，但他自己對「一國兩制」長
遠感到樂觀。
曾鈺成在「中央與特區關係發展」研討

會上表示，近年有港人認為中央政府加強
控制，而中央也認為香港出現偏離「一國
兩制」原則的狀況，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
比從前困難。
不過，他認為，把每一次事件的責任推

到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任何一方，都是不
公平和無補於事，目前應思考「一國兩
制」和兩地矛盾如何處理。
他指，「一國兩制」本身已有矛盾，因
當初懷着良好意願制定「一國兩制」時可
能想得太簡單，而未來10年是「五十年不
變」的中段時期，中央與特區關係將直接
決定「一國兩制」的前途，社會各界應加
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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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倡設溝通渠道聽不同意見

劉兆佳昨日出席由「匯賢智庫」主辦的「中央與特
區關係發展」研討會時表示，香港回歸後，中央

與香港的關係經歷過良好及困難時期，現時更是「最
困難的時期」，因為部分港人與中央政府對「一國兩
制」的理解差異甚大。
他舉例說，前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
引起一些港人的反彈，但事實上當中對於中央權力和
責任的描述，與「一國兩制」提出時的實際差異不
大，只是部分港人「認為中央權力有限」，才覺得中
央有心「改造」香港和「一國兩制」。
劉兆佳認為，中央和特區只是因缺乏溝通造成誤
會，相信最終關係會朝着良性方向發展。
他解釋，中央只為確保「一國兩制」按照原來的藍

圖發展，以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得到保障，在有需
要時運用權力糾正「一國兩制」在運行上的偏差，但
部分港人則認為中央想把香港「赤化」。

溝通對話良性互動消疑慮

劉兆佳表示，通過溝通對話和良性互動，可以消除
部分疑慮，讓對方知道自己沒有攻擊性。
他又指，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

察時，強調「一國兩制」對香港和國家的重要性，對
改善兩地關係有幫助，期望將來中央和更多不同社會
陣營作更多對話，減少互不信任的情況。

討論改良「一國兩制」非放棄
劉兆佳強調，「一國兩制」是目前為止維繫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
他說，自己思考已久，卻無法想出比「一國兩制」

更好的辦法，而中央和特區在改善「一國兩制」實施
上有合作空間，從而可改善兩地關係，故日後應從如
何改良「一國兩制」作討論，而非討論放棄「一國兩
制」。
他表示，香港作為商業社會，理性應佔主導地位，

目前出現的情緒化、個人化問題，不應成為香港社會

主流。

指「港獨」只是「表達型抗爭」
對於目前香港出現的「港獨」、激進「本土主義」

等反中央行為，劉兆佳在會上透露了自己一個未發表
的研究結果。他表示，提出以上主張的人，只是試圖
用極端的言論和行動，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關注他
們，表達怨氣，並非真正要採取行動去推動「港
獨」，而他們自己都相信「港獨」不可能，提出只是
作為「表達型的抗爭」。

信中央支持推動一系列改革
他相信，香港作為「反共基地」的可能性會下降，

因為有關行為不符合香港人利益，而特區政府日後應
繼續推動社會改革，紓緩社會矛盾，減少不公義，讓
年輕人能夠分享香港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相信中央
政府會支持推動這一系列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由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創辦的
「匯賢智庫」昨日迎來成立10周年紀念日，並
在灣仔香港萬麗海景酒店舉辦「中央與特區關
係發展」研討會。
葉劉淑儀在開幕致辭時表示，回歸將近廿

年，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發展，對本港保持持續
繁榮穩定有着重大深遠的影響，故希望透過舉
辦是次研討會匯聚社會精英，分享他們對中央
與特區關係發展的看法。
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

劉兆佳、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民主思路」
召集人湯家驊主講，身為「匯賢智庫」理事會
主席的葉劉淑儀擔任主持。
葉劉淑儀在演講後的討論環節上表示，回

歸後，自己曾擔任入境處處長和保安局局
長，曾處理很多落實香港基本法條款的議
題，對幾位講者的說法感同身受，認為自己
和幾位探討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講者處於「風
口浪尖」。
她說，演講中劉兆佳對「一國兩制」前景樂

觀，而湯家驊則提出不少改善兩地關係的有趣
建議，包括加強兩地溝通。
她認為，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視察香港，在酒會前與反對派議員會面，是踏
出非常好的第一步。

同處「風口浪尖」
葉太感同身受

■「匯賢智庫」昨日舉行「中央與特區關係發展」研討會。主講嘉賓左起：湯家驊、曾鈺成、葉劉淑儀、劉兆
佳。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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