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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港人內地發展 助港融入國家大局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國務院港澳辦昨日公佈新一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內
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涵蓋住房公積金、港澳學生獎
學金、港澳研究人員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個方
面。中共十九大報告指明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大方向，這些便利措施正是落實十九大精
神、展現中央對特區關愛的具體體現，讓在內地學
習、工作、生活的港人享受居民待遇，消除港人尤
其是年輕人對北上工作生活的憂慮。破除港人北上
發展的各種有形無形障礙，既有利於促進兩地人才
流動，讓港人在內地廣闊的舞台施展才華，充分把
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同時
亦有利於香港借力內地經濟發展升級轉型，邁上新
的台階。
內地經濟高速發展的機遇，近年來吸引越來越多
港人北上。根據統計處數據，在內地定居的港人高
達 50 萬。但過往以「港人身份」在內地工作，不
能享受像內地居民同等的便利和待遇，包括住房福
利、子女就學等方面均未能納入各類保障範圍內，
在一定程度上給兩地人才雙向流動造成障礙。
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
一」列入 14 條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基本方略中，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
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
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
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充分顯示中央從國家
發展的戰略高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合作，
支持香港與國家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從而讓港
人，尤其是年輕人分享到更多國家發展的紅利。

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當務之急就是完善港澳融
入內地的軟硬件。硬件方面，包括港珠澳大橋、高
鐵香港段等多項跨境道路、鐵路基建設施即將在明
年陸續投入使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一日生活圈。
軟件方面，各種便利港人港企在內地發展的措施將
會陸續有來。兩相配合，將可大大減少港人到內地
發展的憂慮，為香港人帶來更多更新的發展機遇和
便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公佈的港澳學生獎
學金以及研究人員申報社科基金兩項內容，均是主
要針對年輕人群體，體現國家對港澳年輕人敞開懷
抱，提供事業發展的有力保障和廣闊舞台。
或許有人會擔心，這些便利港人北上發展的措施
會令香港人才流失，但以史為鑒，就會發現這種擔
憂是毫無道理的。改革開放之初，港商就以敢為天
下先的精神率先到內地投資建廠，助力國家經濟發
展，當時也有人擔心會導致香港經濟空心化。結果
卻是香港經濟因而迅速轉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更
上了一層樓。事實充分說明，兩地經濟緊密相連，
互相促進，是「一加一大於二」的關係。在今天內
地新經濟產業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更多香港人北上
發展，反過來會促進本港強化傳統的金融和新興的
創新科技等支柱產業，並帶來更多的資金和人才，利
用香港的特殊角色開拓國際市場。只要香港堅持「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從祖國的大格局、大
戰略、大願景中去思考香港的角色和機遇，就會對香
港有百利而無一害。年輕人作為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更要跳出香港窄小空間的束縛，把眼光放到國家繁榮
和民族振興的大局之中，方能真正「共擔民族復興的
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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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遏「港獨」初見效 防青少年誤入歧途
「本土民主前線」發出聲明，其發言人梁天
琦辭去職務並退黨。這是繼「本民前」召集人
黃台仰、李東昇棄保潛逃後，該組織又一核心
人物倉皇退場。此外，「青年新政」的梁頌
恆、游蕙禎強闖立法會被控非法集結昨天亦開
審。鼓吹煽動「港獨」的搞事者或縮或逃，或
面臨法律制裁，「港獨」組織前景暗淡，反映
依法懲治「港獨」的成效正在顯現。曾經氣焰
囂張的「港獨」搞手，如今紛紛面對法律制
裁，被市民不齒，證明「港獨」不得人心。展
望未來，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的行動應
該持之以恒，當局應繼續加強執法，大力遏止
「港獨」言行，令港人尤其是青少年認清「港
獨」絕無出路，幫助曾被誤導的部分激進青少
年迷途知返。
梁天琦等 8 名「本民前」成員，涉參與旺角暴
亂，分別被控暴動、襲警、非法集結等罪，其中
梁天琦被控 2 項暴動、1 項煽惑暴動及 1 項襲警
罪，是涉及最多控罪的被告，案件將於明年 1 月
18 日開審。黨友黃台仰涉嫌棄保，遠走海外，逃
避罪責，梁天琦亦自知不妙。日前一部為梁天琦
塗脂抹粉的紀錄片公映，他身為主角竟然缺席，
更不諱言難逃法網；如今他以多陪伴家人為由退
出「本民前」，明顯是「縮沙」之舉。早知如
此，何必當初。梁天琦如果懂得反省，捫心自
問，自己何以淪落至此，答案應該十分清楚：
「港獨」違憲違法，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任
何人一旦觸及必遭法律懲治。當日鼓吹「港
獨」、煽動暴力何等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如今

泥足深陷、前途盡毀，完全咎由自取。
「港獨」開始打着「本土」的旗號，以美麗
的謊言欺騙港人，迷惑少數青年誤入歧途。但
經歷了旺角暴亂、立法會宣誓風波等事件，市
民越來越看清「港獨」禍港殃民的真面目。
「港獨」違法暴力言行愈演愈烈，變本加厲，
衝擊本港法治，破壞社會安寧，違背香港的社
會核心價值，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經過人
大釋法、特區政府依法檢控、法庭作出具阻恐
嚇力的判決，一批鼓吹「港獨」、煽動暴力抗
爭的搞手陸續被繩之以法，「港獨」組織分崩
離析， 一蹶不振，充分顯示依法打擊「港獨」
的威力。與此同時，市民厭倦、反對違法暴
力，求穩定求發展，認識到「港獨」只會令香
港永無寧日，越來越多市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懲處「港獨」，反「港獨」、反暴力成為本港
不可逆轉的強大主流民意。
雖然「港獨」標誌性人物作鳥獸散，但並不
意味反「港獨」已大功告成。球場上公然噓國
歌事件一再發生；仍有少數學生成立所謂「本
土關注組」，打着言論自由的旗號在校園播
「獨」，頑固堅持誤導心智未熟的青少年走上
「港獨」的不歸路。「港獨」陰魂不散，政府
和社會各界仍須高度警惕，不可有絲毫鬆懈，
而應該繼續嚴厲執法、加強校園管理，推出更
多措施消除「港獨」影響，引導青少年建立正
確的國家觀念、憲制觀念、法治觀念，以「本
民前」搞手為戒，從正反兩方面增強青年對
「港獨」的抵抗力。

市民搶購火鍋食材 街市檔主：生意至少增兩成

多得天氣夠冷 魚蛋肥牛熱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冬至將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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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來今年入冬以來最冷日子。天文台表示，昨日
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溫度低至攝氏 10 度，為今年
入冬以來最低。截至下午 5 時，多達 8 人因低溫
症須送往急症室，其中 5 人情況嚴重。嚴寒天氣
下，不少市民均選擇於家中吃火鍋，並一早到街
市選購魚蛋、肥牛及蝦餃等食材。有灣仔街市檔
主表示，受惠於天氣寒冷，生意十分理想，生意
額至少增加 20%。
10
天文台表示，昨日早晚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溫約
度，新界再低數度，展望今日早晚仍然寒冷，本周後

期氣溫始稍為回升。

8人因低溫症入急症室
醫管局指截至下午 5 時的 24 小時內，共 3 男 5 女因低溫症
送往急症室，年齡介乎 20 歲至 95 歲，其中 5 人情況嚴重，
兩人穩定，一人已出院。
天氣寒冷，火鍋店及火鍋食材生意首先受惠。灣仔街市的
店舖中，數間售賣魚蛋、牛丸等火鍋食材的店舖最多人問
津。其中一檔售賣魚蛋、牛丸等火鍋食材的店舖檔主李女士
表示，天氣寒冷，生意十分理想，魚蛋、牛丸等最多人選，
賣得最多，其他如蝦餃、肥牛等亦會隨意搭配，整體銷情較
平日上升逾20%。
另兩檔售賣魚蛋、肥牛等的檔主陳先生及劉先生均表示，
昨日單日生意額約有10%升幅。
市民殷女士買了約 30 元魚蛋及牛丸等食材，計劃晚上與
家人一起在家吃火鍋。她表示，天氣凍，一家三口食量增
加，太凍又不想煮飯，笑言「吃火鍋便最方便了。」她更表
示，如天氣持續寒冷，一周可能不止一次吃火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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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缺貨漲價 生意稍冷
天冷暖身食材受市民歡迎，惟售賣海鮮的攤檔卻相對略顯
冷清，部分海鮮價格更上升。灣仔街市內一海鮮檔檔主霍先
生指出，受天氣凍影響，少漁民出海打魚，部分海鮮缺貨，
例如每斤蝦價便較平日貴約 20 元。但他表示，天氣凍並未
影響街市人流，熟客照舊會來買魚，生意穩定，未受影響，
未來數日若天氣持續轉冷，或會因應情況減少入貨。
不過，北角春秧街街市一檔魚檔檔主周先生卻表示，天氣
凍，個個怕出門，多留在家中叫外賣，少出街買菜煮飯，人
流少生意額亦跌 20%至 30%。他續說，平時游水魚賣得最
多，昨日惠顧者寥寥，生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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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寒暖人心 中心派熱飯
寒冷天氣警告持續生效，

 & 民政事務總署開放各區 17 間
臨時避寒中心，截至昨早 7

時共有 505 人次使用臨時避寒中心的服務。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到位於油麻地梁顯利社
區中心了解情況，惟現場僅數人於休息室內取
暖，避寒中心的主部分仍未開放。寒風下，避
寒中心於午膳時間提供熱騰騰的飯盒予有需要
者，但供應有限，需事先登記取票。

登記取票 免費吃午晚餐
社區中心的大堂內，有職員憑票分發免費
飯盒。有職員表示，避寒中心的主部分會於下
午 5 時半起開放，屆時亦會有免費的晚飯提
供。不過，他提醒避寒者需事先領取飯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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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票取飯」，飯票領取時間為晚上 5 時至 7
時。
民政總署呼籲，為確保入住臨時避寒中
心的市民可在寧靜及不受干擾的環境下休
息，任何市民或團體如希望送贈物品給入
住者，須先聯絡中心職員進行登記，然後
把物品放置在指定的室內地點，中心職員
會協助通知入住者讓他們自行領取所需物
品。
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多時，民政總署指避寒
中心會於今日日間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期間
繼續開放。任何人如需使用避寒中心或查詢有
關在中心派贈物品的安排，可致電民政事務總 ■截至昨早 7 時，共有 505 人次使用臨時
署，電話2835-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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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裝暖爐
「浴室寶」長者暖笠笠
天氣持續寒冷，長

0 " 者及長期病患者須分
外留神。香港耆康老
0
人福利會行政總監梁綺眉表示，寒冷天
氣下，長者需注意保暖、準備足夠的禦
寒衣物，並呼籲親屬及社區人士留意身
邊的長者健康。

宜穿羊毛內衣 戴手套冷帽
梁綺眉建議居於社區的長者安裝暖爐
及俗稱「浴室寶」的浴室暖風機等恒溫
設備，並提醒他們穿着保暖內衣，宜以
羊毛及保暖物料為主，且設計以緊身為
佳。
她續說，不少市民輕易忽略手腳的保

暖，惟長者容易手腳冰冷，應適當配戴
手套、冷帽及頸巾，尤其頭髮較稀少的
長者。除了保暖外，冬天乾燥長者亦要
注意潤膚。
對於居於院舍的長者，梁綺眉認為院
舍應留意室溫須維持舒適水平。她提醒
院舍不宜過早或太晚安排長者洗澡，以
免令他們着涼，同時應多加巡房及為體
弱及長期病患的長者檢查血壓及體溫
等，職員亦應留意膳食的溫度，做好保
溫的工作。
她指出，天氣寒冷市民應多與長者聯
絡及表達關心，最好能為他們安裝平安
鐘及急救的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