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重啟政改無「束之高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推倒政改的反對派又再催促政府
重啟政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重申，政府並不是抱「束之高
閣」、「鴕鳥政策」的態度看待
政改問題，但過去經驗令社會出
現極大爭議，對多方面構成影

響，反問市民「是否願意又來
過？」她又重申，會在條件有利
下處理議題。
日前社聯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市民對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滿意度創7
年新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電視節
目時提到，對此感到安慰。

被問及是否因報告在政治方面着
墨較少，林鄭月娥表示不認同，認
為報告並沒有迴避政治問題。她指
出，是次施政報告涵蓋的範圍十分
廣泛，照顧到社會上關心的議題，
當中首章已經表明要做到良好管
治，即政治問題的核心，並有提及
普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央與
特區關係、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
機關關係等政治議題。

「大家是否願意又來過？」
針對重啟政改，林鄭月娥強調政

府並不是抱「束之高閣」、「鴕鳥
政策」的態度，但上屆政府推行政
改時花費了20個月，在社會引起極
大爭議，對很多方面日常生活構成
影響，「大家是否願意又來過？」
她直言，自己亦希望能夠被市民一
人一票選出，惟現時感受不到大部
分市民希望在這麽短的時間內重啟
政改，並重申政府將在條件有利
下，迎難而上處理有關議題。

傻根反捐器官 網友斥人格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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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黨組在最新

一期《求是》雜誌撰文指出，黨的十

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堅持全面準

確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穩

妥地應對和處理港澳工作遇到的新情

況、新問題、新挑戰，堅定地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

繁榮穩定，引領「一國兩制」實踐在

乘風破浪中取得新成功。

《求是》雜誌官網昨日登載了這篇題為
《引領「一國兩制」航船破浪前

行—黨的十八大以來港澳工作成就回顧》
的文章。文章從「牢牢把握『一國兩制』
實踐正確方向」、「堅持依法治港治
澳」、「全力支持港澳經濟社會發展」、
「着力促進港澳人心回歸」四個方面作出
回顧。
關於把握「一國兩制」實踐正確方向，文

章引述，2015年底，在會見來京述職的時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時，習近平
總書記強調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
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

方向前進。」
文章提出，過去五年，是「一國兩制」實

踐向縱深發展的五年，也是港澳工作特別是
香港工作遇到前所未有挑戰的五年。

中央不動搖 保持大局穩定
文章強調，面對香港複雜嚴峻甚至一度

風高浪急的局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
央高瞻遠矚，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
搖，堅守原則底線不退讓，以高超的政治
智慧和非凡的膽略果斷作出有關重大決
策，統籌協調有關各方，全力支持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推進政改，處置「佔領
中環」事件及後來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
把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並着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大局穩定。
文章指出，以今年6月29日至7月1日習
近平總書記親臨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有關活動取得圓滿成功為標誌，
香港形勢已發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好轉，
「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和中央穩控香
港局勢的治理能力得到充分彰顯。
文章說：「正是因為有以習近平為核心

的黨中央掌舵引航，『一國兩制』實踐才
如同在大海上遇到風浪的輪船一樣，劈波
斬浪、化險為夷。」

加強交流合作 向心力增
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詳細論述了中共

十八大以來，中央重視和推進依法治港治

澳，大力支持港澳對接國家整體發展戰
略，支持港澳與內地加強教育、科技、文
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國家的向心力
與日俱增。
展望未來，文章強調，「一國兩制」事業

任重道遠，港澳工作仍然面臨許多挑戰。文
章表示：「我們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
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認真貫徹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治國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與港澳社會各界人
士一道，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
齊心協力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以『一國兩制』實踐的更大成功為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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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新一份施
政報告，就民生
福利及經濟發展

作出了不少大手筆投入，得到社會各界的掌
聲，而且這是一份聚焦經濟民生的施政報
告，基本上不涉政治議題，令反對派欲反無
從，就算要雞蛋裡挑骨頭也是無從入手。可
以預期，立法會復會後反對派的主戰場，依
然在「一地兩檢」，因為在施政報告無從出
手，唯有繼續將「一地兩檢」政治化，企圖
能夠「鹹魚翻生」。

然而，反對派針對「一地兩檢」的攻擊，
不但毫無章法，胡亂出招，更是自打嘴巴，
自暴其醜。先是提出所謂「內地檢」方案，
遭到外界一致劣評，政府官員甚至懶得出席
反對派的座談會，原因很簡單，「內地檢」
方案早在高鐵撥款討論時，已有人提出來，
早已被指不具備可行性，反對派現在竟然要
炒冷飯，說明他們已是無計可施，想不到其
他更好的建議，也從側面說明現時「一地兩
檢」已是最好的方案。
提出反建議不成，反對派只剩下瘋狂抹

黑、上綱上線、恐嚇市民一途，反對派的伎倆
來來去去就是說西九龍高鐵站有多危險，內地
邊防人員可以隨意抓人，民主黨更拍出一套荒
謬絕倫的短片以喪屍比喻邊防人員，一向譁眾
取寵的「人民力量」屢敗戰將譚得志，日前更
身穿翻版的內地公安服，在鐵路站騷擾市民遊
客，指公安會在高鐵站抓人云云。如果政治玩
到如此下三流的地步，這確實是香港社會的悲
哀。譚得志只是小角色，在政壇沒有影響力，
只能靠扮小丑博激進派分子一笑，既可惡也可
憐。對於這些小丑政客實在不用多理會，但民

主黨的表現才令人失望。
現在民主黨因為政治原因而盲反「一地兩

檢」，但一直以來，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區議會、社區幹事不知搞了多少個內地高鐵
團，通過的內地關口不知多少個，如果內地
關口真的如他們所描繪般危險，為什麼民主
黨成員卻要樂此不疲地帶着支持者到內地遊
山玩水呢？既然高鐵猶如「屍殺列車」，民
主黨成員還要「送人入屍口」，這不是很荒
謬嗎？其實，民主黨中人根本就知道，過關
根本沒有什麼安全問題，不少民主黨成員過
去都是暢通無阻，也沒有聽過有民主黨人在
沒有犯法之下被邊防人員拘捕，所以民主黨
人才熱衷舉辦各種廣受歡迎的內地高鐵團。
但既然民主黨中人知道「一地兩檢」不是

什麼洪水猛獸，為什麼卻要跟隨激進派肆意

將「一地兩檢」妖魔化？這說明反對派反
「一地兩檢」反昏了腦。自從林鄭上台後，
反對派發覺所有攻勢猶如泥牛入海，對林鄭
毫無殺傷力，反而引起民意反感，但反對派
又拒絕改弦易轍，於是不斷搗亂、失敗、再
搗亂，到了「一地兩檢」一役更完全失去理
智，民主黨走向社民連化、「人民力量」走
向馬戲團化、「港獨」派走向泡沫化。整個
反對派猶如沒有靈魂的軀體，只懂盲反，喊
口號，已經失去了理性。
對於這樣的反對派，重錘反擊是唯一的辦

法，而現在的最佳戰場就是修改議事規則，
將他們刀劍入庫，令他們不能再攪局，讓他
們看到真正的民意。香港要的是發展，不是
攪局小丑，無聊政棍，民主黨要走向死路，
又有誰可以阻止呢？

反對派反「一地兩檢」反昏了腦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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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政策，無論是在香港售賣
或醫管局提供的藥物，都必須
先向衛生署註冊，而醫管局則
自行制訂藥物名冊，作為藥物
資助的準則。長期病患、癌症
及患罕見疾病的病人，往往因
那些療效較好但稍為昂貴的藥
物不在資助範圍內，需要自掏
腰包。雖然現時「撒瑪利亞基
金」及「關愛基金」會就這些
極度昂貴藥物提供資助，但申
請門檻不低，不少中產家庭就
算有資助也會「因病致窮」。
對病人來說，就像是看見曙
光，卻依然身困黑房，沒法獲
得新藥物去改善病情。

為壓縮開支 新藥難入港
上述情況是本港醫療系統人手

不足之外，另一個常為人詬病的
問題。藥物要被納入藥物名冊，
除了要證明藥效及安全性外，也
要進行成本效益的檢測。
這藥物名冊制度不只是統一公

營醫院的用藥標準，更是為了控
制用藥開支。明顯地，在以壓縮
開支為大原則的情況下，就算國

際社會近年不斷研發新藥物，能
夠有效改善罕見病者的病情，有
關藥物不是仍未引入香港，就是
不被納入名冊或「撒瑪利亞基
金」資助範圍內。

倡建罕見病資料庫
民建聯認為，政府有必要檢

討藥物資助政策，加大藥物資
助，把治療癌症、罕見疾病的
極昂貴藥物納入藥物名冊，並
加強與藥廠的溝通，加快引入
新研發藥物，同時降低「撒瑪
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資
助申請門檻及患者需支付藥物
費用的最高金額。
另外，針對罕見疾病，政府
應訂立官方定義及建立資料
庫，制定罕見疾病政策配套及
分享資料，作治療患者及醫學
研究之用。
由於不少罕見疾病與遺傳有

密切關係，我們建議應將常見
遺傳病的婚前或產前檢查服務
普及化，並引進無創基因及遺
傳病檢查，減低初生嬰兒患上
遺傳及罕見疾病的機率。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藥策宜檢討 藥冊應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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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立法會會期尾
聲，改革醫務委員會嘅
《2016年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慘被拉死，當時有激進分子仲扯到
十萬八千里咁遠，聲稱如果增加業外委員，特區政
府更容易降低海外醫生執業門檻，到時內地醫生就
會來港「強摘器官」喎，之後仲有人發起拒捐器官
行動。一直唔支持器官捐贈嘅「城邦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日前就引用外國網民嘅評論，話腦幹
死亡嘅器官捐贈者做手術嗰陣，都仲會感到痛苦，
叫班「信眾」無返觀世音菩薩咁嘅定力同慈悲，就
唔好「不自量力」喎。不過即刻俾人反駁佢嘅講法
未經證實，「心術不正」都不足以形容佢嘅低劣人
格。講科學唔夠人講，傻根轉台講返政治，聲言當
局搞緊「強制全民器官捐贈」，仲會同內地醫院共
用器官，但呢啲都係佢幻覺嚟嘅啫！
傻根日前喺facebook轉載一個外國網民嘅評論，
當中講到腦幹死亡只係為咗器官移植而做嘅診斷，
當做手術嘅時候，腦幹死亡嘅捐贈者會被注射各種
藥物，以維持維生狀態、確保器官功效，但就唔包
括麻醉藥，而喺切割器官期間，捐贈者會因感到痛
苦而心跳、呼吸加速。佢仲溫馨提示班「信眾」，
叫佢哋除非有觀世音菩薩咁高深嘅禪定力、咁無量
嘅慈悲心，就唔好「不自量力」去做所謂嘅死後器
官捐贈，而佢自問就無咁嘅能力嘞。

網民踢爆講法「未證實」
網民「Kayue」就叫大家唔好聽傻根講，話腦幹
死亡已經被廣泛接受為死亡嘅一種，如果腦幹死亡

就唔會有痛覺，亦都無法自主呼吸，而傻根轉載嘅
評論最初來自一個陰謀論專頁，呢個講法已經俾
fact check（事實查證）網站判定為「未證實」，
網站明確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臨床死亡、腦死亡或
經驗心臟死亡的器官捐贈者，能在器官捐贈過程中
感到痛楚」。
研究開天體物理學嘅科學專欄作家余海峯，分
享「Kayue」嘅帖文時，就話用「心術不正」都不
足以形容傻根嘅低劣人格，仲提到3年前已經俾佢
block（封鎖）咗唔畀睇佢fb，「當時佢話九龍暴
雨香港天晴係『天降異象』，我指出呢啲叫『局部
地區有驟雨』，佢就話我『科學干預宗教』，跟手
block埋我。」
雖然余海峯聲明「只談操守不談政治」，但係

前排佢上過網媒《謎米香港》做嘉賓，而《謎米》
一向黐開「人民力量」，「佔領」嗰陣仲篤過當時
仲係「熱狗」嘅「法國佬」張珈衍出嚟，佢同「熱
狗」有無私怨就唔知嘞。
到咗噚日，傻根喺fb反擊，話又有佢啲haters
（仇家）用所謂科學觀點鬧佢，但係佢篇嘢係用
「佛法觀點」寫嘅，只係引述一啲醫生嘅論證做旁
證，寸啲haters係白癡、唔識閱讀。

「用佛法講醫學係咩玩法」
「Kayue」窒返傻根轉頭，話如果傻根識閱讀，

就知道成篇文無批評過佢嘅「佛法觀點」，「唔係
關乎人命邊得閒理你。」余海峯就寸傻根「用佛法
觀點講醫學係咩玩法」，又自嘲會被「皇天擊
殺」，「已經親身去過紐倫堡揀（墓）位。」

屈立法強制全民器捐
傻根又拉埋內地嚟講，聲稱當局「正密謀立法

強制全民器官捐贈」，並會同內地醫院器官共用，
「只是皇天有眼，他們上次的換肝手術搞到災難收
場（大家仍記得新聞吧）。港共要建立的，是珠三
角區域的『器官共享計劃』，更大的災難仍會來，
立心不良者，等着瞧。」睇嚟佢用宗教、科學等原
因反對器官捐贈都係廢話，一句講晒政治行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引領「一國兩制」航船破浪前行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黨組《求是》撰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青年理論輿論培訓計劃
「就是敢言」14日在香港城市大學開辦首期
講座。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香港恒生管
理學院傳播學院副院長張志宇為參與該計劃的
香港青年開展講座，與年輕人一道思考和探討
「一國兩制」及民主相關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王振民發表題為《憲法、基

本法之下的民主善治》的演講。他說，中國的
民主是在憲法的框架下開展的。民主就是聽取
民意、反映民聲，將人民的聲音體現在政策和
法律當中，最後服務人民。

王振民說，一個好的政府需要有三個元
素，即公正、科學和民主。而任何政府和政
治都應以善治為最終追求。無論多民主的政
府，如果無法實現良好的管治，最終也會喪
失一切合法性。

張志宇：民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上
張志宇認為，民主首先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

上，只有法治完善，民主才可能達到善治；其
次，民主是要結合當地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只
有這樣才能發展出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民主。
「就是敢言」計劃旨在通過培訓班、經典讀

書會、敢言論壇等形式的活動，培養一批青年
輿論理論人才，以使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
相傳，讓「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

陳曉鋒：引導青年為港繁榮發正能量
計劃召集人、法學博士陳曉鋒表示，「一國

兩制」事業的發展需要更多青年人的參與，
「就是敢言」計劃就是要培養青年輿論引領
者，以青年影響青年，引導更多的青年為香港
繁榮穩定發出正能量的聲音、貢獻聰明才智。
當天下午，來自香港傳媒界、法律界和學術

界等多個界別的30多名學員及20多名業界代
表參加了講座。學員謝曉虹表示，聽了專家的
講課，了解到民主的目標是要達至社會的「善
治」，首先要有「治」，才能談「善治」。

■王振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