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戶楊先生：今次已
經是第三次關閉雀鳥花
園，我覺得是平常事，
加上政府之前都有向商
戶賠償，相信今次都會
有，雖然賠償不足以抵
銷損失，但都無所謂，
當放吓假。
市民容小姐：無留意

新聞，來到這裡才知道
封了，買唔到飼料，要
搵其他地方買，但我不
太擔心禽流感問題。
市民彭先生：已經十

幾年沒有來過雀鳥花

園，本來想帶媽媽來睇
吓雀仔，誰知封了，都
有點失望，唯有去附近
花墟逛逛。 文：文森

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商戶「當放吓假」
市民「逛花墟算」

鳥糞驗出流感 封雀仔街消毒
涉事店雀鳥銷毀 附近檔隔離觀察 仍有舖「淡定」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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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有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及
逾10名身穿白色保護衣物的工作人

員，於雀鳥花園內進行大清洗及噴灑消毒
劑，園外亦有約5名工作人員清洗小路。
工作人員亦巡視雀檔，了解雀鳥的健康狀
況，並提醒商戶做好保護措施。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每月會在全港33
間雀鳥店舖（包括在雀鳥花園的18間）
抽取約250個樣本作禽流感病毒測試，於
本月7日進行恒常監察禽流感工作時，撿
取有關環境樣本作化驗，結果在一個放置
海南鷯哥的雀籠發現H5禽流感病毒。漁
護署宣佈該雀鳥花園為疫點，已封閉有關
店舖，並將店內2,834隻雀鳥送往漁護署
位於上水的動物管理中心銷毀。

封場21天 全面大清洗
漁護署已要求雀鳥花園所有店主在店內
進行徹底清潔，康文署亦會加強花園內的
清潔，雀鳥花園於昨日起會暫時關閉21
天，以配合雀檔進行全面清潔及消毒，食

環署則會加強清潔花園附近的街道。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會密切留意香港

本地活家禽農場及批發市場，確保業界採
取適當措施預防禽流感，該署亦會繼續密
切監察野生禽鳥。他提醒市民應避免接觸
野生雀鳥、活家禽及其糞便，並應在接觸
禽鳥後徹底洗手。
昨日仍有不少市民到雀鳥花園購買雀鳥

及雀粟，商戶及市民都未有理會事件，有
商戶將顧客事先訂購的雀鳥經閘口交收，
更在圍牆張貼廣告紙牌，如顧客有需要購
買雀糧可致電商戶。有商戶則表示，今次
封閉雀鳥花園已非第一次，而且根據以往
經驗應會獲得政府賠償，相信影響不大。

外國旅社急改行情
有外國旅行社則「食閉門羹」。導遊

Micheal表示自己沒有留意新聞，到現場
才知道雀鳥花園要關閉一段時間，唯有取
消昨日雀鳥花園的行程，之後幾星期亦會
更改行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禽流感再次殺入旺角「雀仔公園」。

漁護署於旺角園圃街雀鳥花園一間店舖內放置海南鷯哥的雀籠抽取環

境樣本，發現H5禽流感病毒，該店逾2,800隻雀鳥需銷毀，附近商舖

的雀鳥需隔離觀察，雀鳥花園由昨日起關閉21天，市民不得內進，但

仍有部分商戶留守，隔着門閘將雀鳥及雀粟賣給顧客。有商戶表示，

已視此類事件為「平常事」，亦有原本打算參觀雀鳥花園的外國旅行

社要改變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雀鳥花園關閉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團隊亦有到場視察，發現
現場仍有不少雀鳥徘徊，呼籲各位附近居民及經常
到雀鳥花園的市民要注意，不要接觸雀鳥及其糞
便。鄭泳舜同時呼籲最近曾到雀鳥公園內店舖的市
民，若出現呼吸管道感染徵象，應盡早求醫。
同屬民建聯的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政
府應加強清潔雀鳥花園及對商戶安全檢驗，令市民
到雀鳥花園時更安心。
何俊賢表示，市民對於雀鳥花園發現H5禽流感

病毒不用過分恐慌，政府則應更公開給市民清晰了
解情況，「現時政府只有問醫生意見，但其實獸醫
的意見更為重要，例如可讓市民知道禽流感是否輕
易傳播給人類或有沒有人傳人的風險，加強市民對
禽流感的認知，以免引起恐慌。」
他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呼籲市民不要餵飼野
鳥，因為禽流感經野鳥傳播難以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粉嶺華明
邨近日發生狗隻懷疑被毒死事件，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不少遇害狗隻主
人擔心不能領回遺體，故不肯交出予漁護
署狗隻遺體進行解剖檢驗。他引述漁護署

回覆指，該署長遠會設立一個獨立房間，
處理上述種類案件的動物屍體檢驗工作，
以免屍體受其他病原體污染，待完成相關
調查工作後，可安排畜養人領回動物屍
體。劉國勳認同安排，並相信此舉能令狗

主較願意交出狗隻屍體化驗，有助警方破
案。

漁署設獨立解剖室
漁護署回覆劉國勳的文件指，該署十分

明白寵物對其畜養人的重要性，亦理解畜
養人希望為其寵物善終的意願，故長遠會
設立一個獨立設施，處理上述種類案件的

動物屍體檢驗工作，以免該寵物屍體因接
觸到其他可能帶有傳染性疾病的動物屍體
而受病原體污染，其屍體於驗屍及相關調
查完成後可安排畜養人領回。
由於籌備需時，漁護署將於一星期內安

排一個於獸醫化驗所外的臨時獨立房間，
處理籌備設施期間的寵物驗屍工作。有關
工序與現時程序相同，該署為由警方轉介

的寵物進行驗屍前，須事先得到畜養人的
同意，屆時畜養人亦須作好心理準備，在
驗屍過程中動物屍體可能會被解剖。漁護
署人員亦提醒畜養人在領回其寵物屍體
後，須妥善處理。
劉國勳認同漁護署有關做法，並呼籲案

件狗主就新安排下，協助警方調助及破
案。

劉國勳：狗屍助破案 驗完可領回

民記視察籲增清潔 雀友有病徵早求醫

園圃街雀鳥花園已非首次
封園消毒。特區政府為防範

禽流感入侵香港，早於2004年2月3日封園進
行聯合清潔行動。及至2007年6月，漁護署
發現雀鳥花園其中一間店舖寄賣的北椋鳥
（Daurian Starling）的糞便對H5N1禽流感呈
陽性反應，但仍未發病。及後該署派員帶走該
北椋鳥及逾300隻其他品種的雀鳥，並於同月
17日起封園消毒。其間漁護署向受影響的商
販發放一筆過1萬元恩恤金及免租1個月，公
園於翌月5日重開。
園圃街雀鳥花園屬中國式庭園建築的主

題公園，位於界限街、基提道、太子道西
及園圃街的交匯處，佔地約3,000平方米。
公園的「洞門」將花園劃分成不同的庭
園，逾50株生長茂盛的老樹與雀檔分列兩
旁，是雀鳥販商及愛雀人士交流心得的好
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封園大洗至今第三次

■雀仔街被封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仍有商戶隔閘門與顧客交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雀仔街有店舖雀糞驗出有禽流感病毒，須封場21天大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有雀友到場有雀友到場
才知才知「「封場封場」」。。
鄭泳舜鄭泳舜fbfb圖片圖片 ■鄭泳舜提醒加強預防禽流感。 鄭泳舜fb圖片

■商戶楊先生

■彭先生

■容小姐

■漁護署派人到場清潔及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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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繼南海閱兵、視察中科院深海科研所之後，昨日再宣佈
海南全島將建設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這是中國
「向海圖強」戰略的重要宣示，在十九大和全國兩會之
後的短短時間內，新時代國家金融圖強、高科技圖強、
海洋圖強三大戰略已清晰展開、全速推動。香港在把握
國家金融開放和高科技發展戰略之餘，現需要高度重視
國家「向海圖強」戰略，思考香港在國家海洋圖強上可
如何發揮所長、積極作為。

此次中央軍委在南海舉行的海上閱兵，是史上最
大規模，航母編隊48艦76戰機逾萬官兵亮相，全球
震撼。中國是擁有1.8萬多公里大陸海岸線、約300
萬平方公里主張管轄海域的海洋大國，建成世界一
流的海軍是保衛發展成果及中華民族復興最堅強的
保障。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在檢閱部隊後的講話中指出的，建設強
大的人民海軍的任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建
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寄託着中華民族「向海圖
強」的世代夙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
保障，中國將努力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
軍。這是世界首次清晰完整地見到中國已擁有一支
能隨時挺進深藍的強大海軍，建成世界一流海軍的
雄心，更令全球中華兒女激動震奮。近百年來，中
國遭受列強來自海上的入侵達數百次，被迫簽訂的
不平等條約700多個，對「國強則海權強、國弱則
海權弱」感受至深。

引人關注的是，習近平主席12日上午閱兵，下午則
來到設在海南三亞的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
所，同「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設計師和深潛團隊
親切交談。4,500米級「深海勇士」號是繼7,000米級
深度的「蛟龍」號載人潛水器之後的國家又一「大國

重器」，而中國萬米級載人潛水器預計將在2020年完
成研製。習近平主席此一視察清晰指向了「建設海洋
強國」戰略。習近平曾指出，「海洋事業關係民族生
存發展狀態，關係國家興衰安危」；「縱觀世界經濟
發展的歷史，一個明顯的軌跡，就是由內陸走向海
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強盛」；「發達的海洋經
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支撐」。可以預期，國家
「向海圖強」戰略將成為國家日漸強化的重大戰略。

對國家建設海洋經濟強國的進展，香港需要及時把
握。國家現已在環渤海、長三角、東南沿海、珠三角
和西南沿海建成5個現代化港口群，上海則以自由貿
易港建設促進國際航運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國
家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佈局亦已在全球展開，目前國
家90%以上的對外貿易通過海上運輸完成，中國造船
訂單與能力世界第一，港口貨物輸送量和集裝箱輸送
量連續10餘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港口貨物輸送
量和集裝箱輸送量排名前10名的港口中，中國港口
均佔有7席。國家與斯里蘭卡共建科倫坡港，與巴基
斯坦一起建瓜達爾港，央企中遠集團收購希臘比雷埃
夫斯港。目前中國企業已參與了13個國家、20多個
港口的經營。

縱觀歷史，第一次世界海洋經濟發展浪潮誕生了大
英帝國，第二次海洋經濟發展浪潮助推美國登上世界
霸主。當前第三次世界海洋經濟發展浪潮方興未艾，
遠洋運輸、海洋漁業、造船、港口和臨港工業園、海
上採礦、海上休閒旅遊、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
程、海洋生物醫藥等發展日新月異，已成為世界最具
增長前景的領域。國家正全面經略海洋、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海軍，香港在為國家海軍力量強大而歡喜之
餘，更應把握國家「向海圖強」的戰略動向，思考展
示香港所長的經濟騰飛新戰略。

國家「向海圖強」雷霆萬鈞 香港當猛醒而作為
本港樓價迭創新高，升勢更有蔓延跡象，

市民迫於無奈，紛紛抽居屋碰運氣，最新一期
居屋就接獲超過16萬份申請，屬2014年復售
居屋後的新高，超額認購最少36倍。本月底
即將展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此刻
更受矚目。社會大眾均期待這場「土地大辯
論」能夠凝聚共識，為香港拓地建屋掃清障
礙。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香港社會有
關土地問題的爭論、討論已很多，但真正可供
落實的拓地方案卻少之又少，希望政府更積極
作為，以快和實效為原則，加快速度覓地建
屋，拿出真正的成績，滿足社會的期望。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年起討論由社會各界
提出建議的18個土地選項，將於4月26日展
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方式包括設立網
站、在各區舉行巡迴展覽，以及舉辦4場公眾
諮詢會。

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由來已久，根據《香
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的數據，本港現時仍缺1,200公頃土地，尤
其是公營房屋的發展土地。根據2016年中期
人口統計結果，全港估計約有 92,700 個劏
房，居民人數近21萬人，居住環境極其惡
劣；即使是居住公屋或一般的私人物業，本
港的人均居住面積亦遠較其他城市為低。香
港人住得細住得差，需要開拓更多土地改善
居住環境，這是無須爭論的事實。本港過去
曾經在一段時期內停止開拓土地的工作，以
致近年樓價高處未算高、公屋輪候冊大排長
龍、居屋申請爭崩頭，這都是社會對房屋有
着強烈剛性需求的表現。

本屆政府一直重視解決土地房屋問題，
林鄭月娥甫上任就馬上成立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希望提出選項，凝聚社會共識。因
此，社會大眾對土地小組的這場公眾諮詢
寄予極大期待，近日已不斷有團體就此提
出建議。

針對媒體稱為「土地大辯論」的本次諮
詢，有兩點必須強調：首先，討論是為了落
實，討論要有的放矢，朝着執行的方向大力推
進，切勿天馬行空地爭論一番，然後不了了
之。香港在土地問題上已欠下太多的「債」，
容不得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林鄭月娥成立
小組時特別提到，小組任期為18個月，較政
府一般委任委員會的任期短，正正顯示土地問
題「急不容緩」。在本次大辯論之後，就必須
以行動展現執行的決心和魄力。

其次，增加土地供應有着多種方案，只要
切實可行，大可不必等待「土地大辯論」的結
果。例如政府早前已經啟動的東涌填海工程，
例如加快與地產商商討就農地補地價的進程，
例如考慮收回一些被佔用的官地或棕地，又例
如善用空置校舍。這些都是政府本來應該做的
事情，必須抓緊推進。

對任何地方的政府而言，居住都是政府必
須妥善解決的問題，讓民眾有瓦遮頭是最基本
的責任，這理應是本次「土地大辯論」的基本
前設。我們需要討論的，只是如何更好地開發
土地，而不是要不要開發的問題。期待社會各
界積極參與，多提有建設性的意見，支持並監
督政府盡快釋出土地建屋，回應市民大眾殷切
的住屋需求。

「土地大辯論」凝聚共識重在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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