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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由公安部掛牌督辦的陝西淳化「7．
20」系列盜掘西漢古墓葬案宣佈告破，西
漢鎏金編鐘、琉璃髮簪等1,100餘件珍貴
文物被追回。

公安部刑偵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這是
近年來全國破獲的重大文物犯罪系列案件
之一。

■節自︰《漢武帝之妃墓被盜案告破
追回千餘件文物》，香港《文匯報》，
2017-11-20

持份者觀點
1.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近年來

文物價格節節攀升，犯罪分子受暴利

驅使，文物犯罪案件呈增長趨勢。
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許衛紅：在

文物大省陝西，由於文物遺存豐富，
盜掘活動發生頻率較高。儘管基層文
管所、文物稽查隊更新技術手段並加
大日常巡查力度，但實現無死角的覆
蓋難度很大。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岳
洪彬：應當加大文物行政部門的執法
力度，賦予其充分的強制力，以便更
為妥善地保護各級文化遺產。

多角度思考
1. 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古墓被盜？

公安破盜墓案 追回逾千文物

新聞撮要
扶貧委員會上周公佈最新貧窮情況，

去年本港貧窮人口多達135.2萬人，按
年增加7,000人，貧窮率達19.9%，是
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平均每5名
港人便有1人生活於貧窮線以下。
■節自︰《連續四年 窮人少於百

萬》，香港《文匯報》，2017-11-18

持份者觀點
1. 政務司司長、扶貧委員會主席張建

宗：人口老化，雙老家庭造成小型住
戶增加，推升貧窮人數，因貧窮線用
收入來界定，每年有數萬名長者退休
沒有收入，但部分人仍有資產。

2. 扶貧委員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政府未來或需向長者增撥現
金福利支援，並應針對長者貧窮情況
從速考慮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申請
門檻。

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現時退休保障不

足下，長者收入遠低於在職住戶，將
持續推升貧窮率及貧窮人口，促請政
府重新考慮全民養老金制度，並取消
提高長者綜援申領年齡的限制。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香港的貧窮率
創新高？

2. 承上題，你認為政府需要介入降低香
港的貧窮率嗎？

內地長期受到霧霾天氣的影響，空氣質
量指數超標。

近日，華北中南部的大氣擴散條件轉
差，霧霾問題日趨嚴重，北京、天津、河
北中南部、陝西北部和關中地區、甘肅東
部、內蒙中部、四川盆地中部等地的部分
地區受大霧影響，有些地區更受強濃霧侵
襲，能見度跌至不超過5公里，為避免因
霧霾天氣引致交通意外，多條高速公路的
部分路段已封閉。

中央氣象台因此發出大霧黃色預警，提
醒住在相關地區的民眾，空氣污染質素達
到不健康水平，居民外出需戴上口罩。

重工業影響有限
有人認為霧霾天氣是中國經濟急速發展

下的副產物，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重工業

釋出的污染物是霧霾的主要元兇。但有環
境科學和工程的專家認為，現代中國最大
的污染源已經不是煤電工廠，而是車輛釋
出的空氣污染物。

以首都北京為例，北京政府在舉辦奧運
前，把重工業由北京搬到其他地區，但最
後發現，減少北京的重工業，對改善空氣
素質和減少霧霾天氣成效並不顯著。

專家於是着手研究，發現中國經濟急速
增長和內地人均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車
輛的數量不斷上升，排出的廢氣和污染物
成了霧霾的主要成因。

有環保人士更質疑，現在的汽油是否
合乎環保標準，並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對
汽油的監管和檢測，設定更嚴格的汽油
標準。

針對重工業引致的空氣污染問題，中央

政府也正立例監管污染企業，但由於有關
措施會增加企業成本，企業會因此關閉，
甚至為了節省成本，把工廠遷移到其他發
展中國家，導致本地工人失業，所以最後
都沒有實施。

加快市郊城鎮化
民眾為了健康，很多人選擇搬到市郊，

因此地產發展商不斷地在市郊地區如北京
周邊興建樓房，滿足住宅需求，以致市郊
地區正處於城鎮化加速的階段，但運輸建
築材料和工程本身都會釋出廢氣和污染
物，影響空氣素質。

鑒於霧霾問題日趨嚴重，政府都有推出
針對房地產、企業及車輛方面的改善空氣
方案，包括淘汰舊式汽油車，打擊污染企
業，希望能紓緩大城市的霧霾情況。

■余慕帆 前線通識科老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衛生署推出第三階段大腸癌篩查先

導計劃，擴展至1952年至1955年期間
出生的香港居民，將新增約38萬名合
資格人士。

計劃推行逾一年，涵蓋 1946 年至
1951年期間出生的約44萬名長者，截
至本月17日約4.2萬人參與測試，最終
291人（6.5%）確診大腸癌。

■節自︰《篩查大腸癌 確診超預
期》，香港《文匯報》，2017-11-21

持份者觀點
1.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

任程卓端：由大腸瘜肉轉變為癌症
需時10年或更長，呼籲合資格人士
盡早參加計劃，及早識別患者或有

機會患病的人士並為他們提供治
療，增加治癒機會。

2. 首階段參與者周玉蓮：很幸運能及
早發現瘜肉避免變癌症，呼籲合資
格長者即使沒有病徵也應接受檢
查。

3. 首階段參與者黃潔儀：一直無病
徵，同樣是大便隱血測試呈陽性結
果，再做大腸鏡發現有兩粒如豆般
大小的瘜肉，需即時切除。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合資格參與

計劃44萬名長者，但現時只有約4
萬人參與？

2.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將計劃拓展至更
年輕的市民，你認同嗎？

新聞撮要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近日公佈

《2017年IMD世界人才報告》，瑞士在
63個國家或地區中位列第一，香港雖蟬
聯亞洲首位，但在全球排名中，較去年
下跌三位，只位列第十二位，而主要競
爭對手新加坡卻從後追貼，排在全球第
十三位，兩者差距再度收窄。
■節自︰《全球人才榜 港贏星「馬

鼻」》，香港《文匯報》，2017-11-22

持份者觀點
1. 《報告》：瑞士提供高生活質素及報

酬，對高技能人才保持吸引力，而瑞
士亦擅於發展具有需求的技能和能
力，使瑞士繼續成為全球最能吸引人
才的地方。在學徒培訓、保健設施、
教育制度、大學教育等多方面，瑞士
都名列第一。

2. 東華學院商學院署理院長陳榮照：香
港排名下跌估計與近年經濟低迷導致

薪酬加幅少有關，加上現時青年重視
生活和工作平衡，如果工時太長會容
易流失人才。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香港的排名下跌是因為薪酬

加幅少，而且工時太長，令人才流
失，你認同嗎？

2. 你認為瑞士有什麼政策值得香港參
考？

新聞撮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固廢拆解
業，讓浙江台州路橋區成為內地最大的電
子電器廢棄物拆解基地。當地人從廢舊電
器中拆出財富的同時，也遭到了環境污染
所帶來的創傷。作為浙江第一例土壤污染
修復項目，這裡曾被重金屬污染了12,500
平方米土地，耗時近4年耗資千萬人民幣
才得以修復，又經三年多培育，才得以重
見綠意。

■節自︰《浙首例污染治理土壤「排
毒」成功》，香港《文匯報》，
2017-11-22

持份者觀點

1. 浙江大學專家團隊：儘管生物修復相
對化學修復見效慢，但不會破壞土壤
結構，所以最終採用了以生物修復為
主的方案。

2. 業內人士：食用問題基本上情況是好

的，但一些葉菜類和某些根莖類的作
物還是略微有點問題。不過這是暫時
的，生態環境的治理，肯定需要一個
周期。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內地應撥出更多資源修復被
重金屬污染的土地，你認同嗎？

2. 土壤污染會帶來什麼問題？試舉例說
明。

車多成霧霾主因 汽油監管應加強

全 球 化
貧窮率見新高 五個港人一窮人

篩驗大腸癌 沒病徵亦參加

世界人才報告 港居亞洲一哥

解重金屬污染 土地成功排毒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悉尼3間大學訪問逾4,000名在澳

洲打工的背包客和留學生，發現不
少人遭違法剋扣工資，約三分一受
訪者稱，他們的時薪是臨時工法定
最低工資的一半，只有約12澳元(約
70.7港元)，來自亞洲的臨時工遭剝
削尤其嚴重，近四分三來自中國和
越南等地的勞工，時薪低於17澳元
(約 100港元)，部分僱主更威脅員
工，要求他們交回部分薪金，否則
會遭解僱。
■節自︰《澳工作假期狂扣薪華

生最受剝削》，香港《文匯報》，
2017-11-22

持份者觀點
1. 悉尼科技大学法律系高級講師法

賓布林：國際學生和背包客普遍
認為酬勞過低，但他們都不願意辭
工，擔心很難找到更好的工作。

2. 澳洲就業部長卡什：若外國勞工

懷疑自己被剝削，可聯絡公平工
作申訴專員作出投訴。

3. 悉尼科技大學法律系高級講師伯
格：當局應聚焦重災區，包括食
品工場和農場，有關部門應主動
接觸留學生和背包客，幫助他們
討回應得薪金。

4. 澳洲移民勞工權益關注組織主任
蘇爾多：現時的勞工法例向僱主
傾斜，若留學生和背包客盜竊，
他們會馬上被遣返或入獄，但僱
主即使被發現剋扣工資，只需繳
付應付的薪金，毋須承擔其他法
律責任。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事件會打擊港人前往澳洲
工作假期的意慾嗎？

2. 有人認為工作假期可以令年輕人
增廣見聞，亦有人認為工作假期
只是年輕人逃避工作，你認同這
些觀點嗎？

澳洲工作假期澳洲工作假期 僱主違法扣薪僱主違法扣薪
一周時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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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霧霾問題為社會和民眾帶來什麼影響?
答題提示︰大眾呼吸道等健康問題、影響
國際形象、外國企業和人才因霧霾問題不
願到內地發展和工作等。

2. 中央政府和地區政府有何改善空氣污染的
措施?
答題提示︰淘汰舊式汽油車、打擊污染企
業、把重工業從城市搬離到市郊地區等。

3. 評估實施改善空氣污染措施的可行性、時
效性和成效性。
答題提示︰遭受企業的反對等。

4. 實施改善空氣污染措施會引致哪些持份者
之間的衝突？這些持份者的立場和他們之
間的衝突點是什麼？
答題提示︰政府與市民︰政府着重整體的

社會利益，而民眾着重私家車便利日常生
活的個人利益。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着重社會
和國家利益，致力打擊污染源頭，改善空
氣素質，而地方政府關注地區性的經濟發
展和GDP增長率，着重地方的利益。
政府與企業工人︰政府為了國家利益，加
強對工業污染物排放的監管，企業會因此
關閉或為了節省成本，把工廠遷移到其他
發展中國家，導致本地工人失業的問題，
損害企業工人的個人利益。

5. 不同持份者在改善空氣污染這問題扮演什
麼角色?
答題提示︰學者及民間關注團體透過宣傳和
關注行動引起大眾對空氣污染的關注等。

探究議題方向

公 共 衛 生

知多點
香港特區政府與新

西蘭、澳洲、愛爾蘭、
德國、日本、加拿大、
韓國、法國、英國、奧
地利、匈牙利及瑞典政
府簽有工作假期計劃的
協議，參加者可以在逗
留期間從事短期工作和
修讀短期課程。

申請人只需18歲至
30 歲 ， 並 有 經 濟 證
明，即有能力負擔在當
地逗留的費用，就可以
申請。

參加工作假期的年
輕人中，不少人會選擇
到澳洲，因為澳洲並沒
有名額限制，而逗留期
又可以延長至最多兩
年，因此成為熱門地
點。至於較熱門的行業
就有餐飲和農場等。

■內地屢次出現盜掘文物案件，圖為公安
其中一次檢獲的文物。 資料圖片

■每5名香港人，就有1名居於貧窮線
以下。 資料圖片

■不少人喜歡到澳洲工作假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