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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域翹楚獲「呂志和獎」
促「持續發展」利「人類福祉」傳「正能量」董建華林鄭譚鐵牛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二屆「呂志和

獎—世界文明獎」昨日舉行隆重頒獎禮，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

特派員胡建中應邀主禮，頒發「持續發展」、

「人類福祉」及「正能量」三個不同領域的獎

項予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蘭德

薩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及國際殘疾人

奧林匹克委員會。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出，世界

正面對氣候變化、貧窮和激進政治主義抬頭等

多項挑戰，讚揚得獎者為世界帶來貢獻。
呂志和獎得主

■持續發展獎：解振華

■人類福祉獎：蘭德薩農村發展研究所

■正能量獎：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

資料來源：主辦機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旨在表揚能夠促使世
界資源可持續發展、促進世人福祉和倡導積極

正面人生觀及提升正能量以振奮人心三方面有傑出貢獻人
士。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
匯，全國港澳研究會創會會長、國務院港澳辦原常務副主
任陳佐洱昨日特別從北京到香港祝賀。

呂志和盼宣揚和諧共融
呂志和表示，「呂志和獎」致力推動的精神與中秋節蘊
含的「感恩」、「團圓」及「和諧」三個意義一致，稱能
夠在中秋節前頒獎令頒獎禮更有意義，希望獎項可以宣揚
和諧共融的價值觀，打破國界、民族、信仰等界限，推動
全球攜手尋找人類道德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的榜樣，倡導積
極正面的人生觀，及振奮人心的正能量。
他說：「我相信，只要大家對萬物懷有珍惜的心，人與
人之間能夠互相尊重、互助互諒、和諧共處，必定會獲得
真正的心靈滿足和快樂。」

特首讚揚得獎者貢獻
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出，世界正面對氣候變化、貧窮和激
進政治主義抬頭等多項挑戰，讚揚得獎者為世界帶來貢
獻。她並指出，只要市民多走一步，亦可以帶來改變，稱
政府過往亦已經訂立貧窮線扶貧，及制訂氣候行動藍圖，
希望可以成為榜樣。
她又提及社會撕裂的問題，稱就任行政長官3個月以

來，正努力縮窄社會撕裂的情況，預告下星期公佈的施政
報告是按本港的核心價值制訂，內容會圍繞教育、照顧弱
勢社群等方面。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今年是第二年頒發，獎項由

一個三層架構組織管轄及遴選產生，包括獎項理事會、獎項
推薦委員會及三個獎項類別的遴選小組，每名得獎者可以獲
得現金獎2,000萬港元、證書一張及獎座一個。
獎項每年都會訂出不同的關注領域，三個獎項類別明年
的關注領域將為「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天然災害的
影響」及「掃除文盲」。

從事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和氣候變化工作
35年的解振華昨日獲頒以「預防氣候變
化」為關注領域的「呂志和獎—持續發展
獎」。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提出要退出
《巴黎協定》，解振華昨日出席頒獎禮的傳
媒分享環節時承認，有國家退出協定的確會
帶來負面影響，但認為減碳的國際趨勢不會
改變。
1949年出生的解振華，在1977年畢業於

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他在1982年開始從事環
境保護工作，先後擔任過國家環境保護局局
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位，親
身經歷了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和生
態文明建設從理念到實踐的變化過程，對國家
環境保護、節約能源、減少污染等工作有極大
貢獻。
他形容獲頒呂志和獎是一種鞭策，稱實現全球

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任重道遠，指出中國對保護環
境的決心不會改變，稱中國內地正使用更多替代
能源，雖然能源需求正不斷增加，但碳排放其實
有所減少。他又表示會將獲獎的獎金全數捐給清
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用於支持應對氣候變化，推
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公益事業。
另外，他自2007年起連續10年擔任中國出席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代表團的團長，曾經在
2015年促成全球195個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
作取得共識，令《巴黎協定》得以簽訂，他表示
對此感到驕傲及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人類福祉獎」由提
倡耕者有其田的國際性
非政府組織「蘭德薩農
村發展研究所」取得。
蘭德薩成立於西雅圖，
透過與各國政府合作，
已幫助逾 50 個國家的
1.2億多個家庭獲得穩固
的土地權益。研究所主

席及行政總裁克里斯．約尼
克（Chris Jochnick）昨日表
示，穩定的土地權利讓農民
和社區有長遠眼光，使他們
願意在土地上增加投入，如
會種果樹、保育樹林及保護

水源。
今年的「呂志和獎——人

類福祉獎」以脫貧為關注領
域，得獎者的蘭德薩農村發
展研究所，致力於解決全球
貧困問題，通過與各國政府
和民間組織合作，參與修訂
法律等工作，探索可推廣
的、實用的、創新的解決方
案，來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利
並優化土地權利系統。研究
所正在中國、印度、緬甸、
加納、埃塞俄比亞及肯尼亞
等多個國家推展不同保障貧
困人口和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的項目。
克里斯．約尼克表示，研

究所雖然是因為脫貧而獲
「人類福祉獎」，但他認為
研究所為農民爭取土地權益
的工作亦同時符合「促進可
持續發展」和「倡導積極正
面態度」的另外兩個「呂志
和獎」目標。
他並指，穩定的土地權利

可以讓農民和社區有長遠眼
光，使他們不會只計較一季
收成，或如何以最少投入獲
得最大的短期回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
委員會」獲頒「呂志和
獎——正能量獎」，以表
揚殘疾人奧委會一直以來
致力團結世界各地殘疾運
動員，令社會改變長期以
來對殘疾人士的看法，使
殘奧會成為一個社會共融

與關懷的標誌。國際殘奧委會
主席菲利普．克雷文（Philip
Craven）表示，今次獲獎項有
助國際殘奧委會向世界展示只
要抱持正能量，在生活中是沒
有不可能。
「呂志和獎——正能量獎」

今年以促進不同群組之間的和
諧為關注重點，獲獎的殘疾人
奧委會成立於1989年，並一
直致力於團結世界各地的殘疾
運動員，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各
項國際性的體育賽事。菲利普
．克雷文表示，國際殘奧委會
不應再只被視為一個殘疾人組
織，而是為全球以百計的人帶
來豐盛人生、備受尊重和廣泛
認許的國際體育組織。
國際殘奧委會近年已經成功

由一個小型殘疾人士體育組織
轉變為世界上最廣受尊重的體
育組織之一，並將殘奧會發揚

光大，媲美奧林匹克運動會，
使殘奧運動員成為炙手可熱的
世界英雄，改變了社會長期對
殘疾人的看法。
國際殘奧委會總部現在設於

德國波恩，聘請大約100名工
作人員。近年來，殘疾人奧林
匹克運動會已經發展成為推動
社會共融的世界第一大體育賽
事。殘疾運動員的風采吸引了
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現場觀眾和
數十億的電視觀眾的關注，已
經成為推動世人改變對殘疾人
的態度和看法的催化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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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薩」助脫貧 創制度利農民

國際殘奧委會展示「沒有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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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國際殘奧委會主席菲利普·克雷文（Philip
Craven）、解振華、呂志和及蘭德薩農村發展研究所主
席及行政總裁克里斯·約尼克（Chris Jochnick)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第二屆頒獎典禮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頒發合共3個獎項，包括持續發展獎、人類福祉獎和正能量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衛生署本月開始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政
府早前採購約46萬劑疫苗，但配方與世衛
的最新建議有區別，令疫苗效力成疑，外界
憂慮2015年冬季流感疫苗錯配事件重演。
採購錯配疫苗浪費公共資源，更增加市民受
流感威脅的風險，政府應認真汲取教訓，查
找重犯錯配疫苗的原因，是否對專家的警告
不夠重視，導致重蹈覆轍。流感病毒變異
快，新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或有所滯後，政府
更應與世衛加強溝通，及時了解情況，盡早
作出應對，充分保障市民的健康。

本港今年夏季流感季節錄得428人死亡個
案，市民對此猶有餘悸。快將踏入冬季之
際，當局將於本月展開今個年度的季節性流
感疫苗接種計劃，並已訂購46萬劑屬於
「香港型」的北半球流感疫苗，惟該疫苗卻
與世衛早前公佈建議的「新加坡型」南半球
流感疫苗配方有所不同。儘管衛生署解釋，
兩者在抗原上類似，不屬抗原漂移及明顯抗
原變異，又指本港現時流感活躍程度仍在低
水平，當局採購的疫苗對預防相關病毒仍有
一定療效，但公眾難免對錯配的疫苗能否有
效對抗新病毒產生懷疑。

本港流感疫苗錯配已非首次。2015年冬
季流感季節，當時的H3N2流感病毒出現變
種，令疫苗保護力跌至僅餘37%，最終多
達496人死亡，政府需額外花費400萬元搶

購10萬劑新疫苗。儘管這次衛生署指已訂購
之疫苗仍可起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但市民健
康問題不容疏忽大意，倘若今年問題重演，
政府或要再搶購最新疫苗，浪費公帑之餘，
亦令流感疫情惡化。

世衛每年3月公佈的疫苗配方建議只是預測
性質，由於流感病毒變異快而疫苗研製需時達
半年以上，容易出現疫苗生產追不上病毒變異
的情況。今年7月，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與其團隊率先指出，從H3N2病毒
株中發現小規模的抗原變異N121K，有機會令
流感疫苗效能降低。如果當時有關意見獲得衛
生署的重視，或可避免再出現錯配疫苗的情
況。希望政府今後加強與世衛的溝通，多徵詢
本地專家的意見，以求掌握更準確、更新的疫
情變化資訊，作出相應的補救措施。

預防勝於治療，尤其是今年的流感疫苗效
力存疑，市民更應做好預防措施，包括做好
個人衛生，勤洗手、多保暖，避免前往人流
密集地方。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如老人院、
學校、商場等，更要時刻保持環境清潔衛
生，定時消毒，將防疫抗疫工作深入到社區
的每一個角落。各大醫院應汲取今夏的教
訓，對可能出現的疫情及早準備，勿再令急
症室淪為「慢症室」，令醫院迫爆。

只要整體防疫安排妥當，市民自覺配合，
相信可減輕新一輪流感高峰對市民的威脅。

檢討疫苗錯配教訓 加強防流感準備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佈，政府本月25日將在立法會

會議提出「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爭取議會支持。
有關安排反映政府尊重議會，重視民意，創造機會讓議
員自由表達意見，官員即場作出回應，以利澄清疑問，
盡快落實「一地兩檢」，令高鐵如期通車，給港人帶來
交通便利。希望反對派議員珍惜機會，在立法會內理性
溝通，切勿以「大石砸死蟹」的對抗情緒反對政府建
議，更不應以公眾諮詢為名，阻礙「一地兩檢」在立法
會通過，令高鐵通車遙遙無期，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特首林鄭月娥十分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上任以來便身
體力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主動將一些重大政策拿到
立法會進行討論，聽取不同黨派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和建
議，廣泛吸納民意，受到大眾好評。高鐵「一地兩檢」
方案本來按「三步走」程序落實，經香港和內地簽訂合
作協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以及本地立法就可
以，並不需要在「三步走」之前再到立法會進行討論。

如今，政府決定把「一地兩檢」方案先拿到立法會辯
論，顯示政府尊重立法會意見，重視立法會議員作為民
意代表的地位和作用，通過辯論凝聚支持方案的最大共
識，讓社會看到「一地兩檢」具有堅實的民意支持。更
重要的是，通過辯論讓廣大市民看清「一地兩檢」合憲
合法，有充分法律和民意授權，根本不存在破壞「一國
兩制」的問題，進一步消除對「一地兩檢」的誤會和憂
慮。

「一地兩檢」原本只是民生議題，在世界各地及深圳
灣行之有效多年，完全不應與政治扯上關係。高鐵西九
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將發揮高鐵最大的運輸、

社會及經濟效益，為乘客帶來最大的便利。近日超級黃
金周假期，廣深高速公路大塞車，更加證明早日落實
「一地兩檢」、開通高鐵，對香港提升交通便利具有迫
切性和必要性。政府提出「一地兩檢」方案以來，各種
民意調查均顯示，支持「一地兩檢」的民意超過五成。
為香港的交通和社會發展，順應民意，立法會應以積極
態度看待「一地兩檢」。

但一直以來，反對派把「一地兩檢」視為摧毀「一國
兩檢」的「洪水猛獸」，千方百計阻止「一地兩檢」通
過。反對派一方面吵着政府必須就「一地兩檢」展開公
眾諮詢，而現在政府決定拿「一地兩檢」方案到立法會
討論，反對派議員又指「一地兩檢」方案只公佈短短3
個月，政府便要求議員表態是不公道；更攻擊政府做法
等同「大石砸死蟹」，只會令「一地兩檢」爭議進一步
升溫，增加對立，無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這些言論，
再次暴露反對派反口覆舌、輸打贏要的醜態。

政府把「一地兩檢」方案先拿到立法會尋求議員的意
見及支持，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出發點就是提供
一個平台，讓議員各抒己見，以便求同存異、集思廣
益，既能盡早落實「一地兩檢」，又能最大程度保障港
人權益。立法會議員當然也要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對
政府的提議釋出善意，客觀真實地反映市民的意見，與
政府攜手合作，為「一地兩檢」早日成事創造有利條
件，而非討論還未開始就全盤否定，甚至作出杯葛討論
的暗示和威脅。否則的話，只能證明反對派一意孤行要
推倒「一地兩檢」方案，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利益凌駕
於香港利益之上，無視主流民意，為反而反的實質。

議員應珍惜機會 理性討論「一地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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