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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放生鄭松泰 助長知法犯法惡行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前年 10 月
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倒插國旗及區旗，被法庭
判罪成及罰款。立法會昨日恢復辯論譴責鄭
松泰的議案，如有在席三分之二議員投票贊
成，鄭松泰將喪失立法會議席，惟在反對派
綑綁護航下，譴責鄭松泰動議最終不獲通
過。放生鄭松泰，再次暴露反對派目中無
法，只講親疏不問是非，將立法機關變成藏
污納垢之地，助長知法犯法的惡行，向社會
和尤其是青少年傳遞不良信號，立法會形象
因此受損。反對派如此作為，實在有負市民
託付，終將失盡民心。
法庭去年 9 月裁定鄭松泰於立法會會議廳內
連續兩次故意、公開地倒插國旗及區旗，行為
屬於以「玷污」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因此判
他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並被判處罰款。鄭松泰
的僱主理大在參考法庭裁決後，隨即決定「不
予續約」，理據包括：為大學教師及學生樹立
不良榜樣，有損公眾人士對理大師資的信心
等。立法會相關調查委員會也一致認為鄭松泰
公開及故意羞辱國旗及區旗，同時構成基本法
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的「違反誓言」及「行為
不檢」，使立法會的聲譽嚴重受損，故提出譴
責議案。作為立法會議員應比市民更加清楚，
更加要嚴守法律，反對派議員卻放生鄭松泰，
不尊重法治，使制定法律的立法會淪為包庇違
法者的場所，造成「議員大晒」的惡劣觀感。
鄭松泰狡辯，倒插國旗道具的行為無關國

體，因為當時建制派正製造流會，這根本是顛
倒是非，推卸罪責。鄭松泰當選前曾多次承認
要搞「港獨」，他倒插國旗區旗，將自己的政
治立場暴露無遺，如今砌詞狡辯，更顯欲蓋彌
彰。
反對派議員因政治立場而偏袒鄭松泰，無視
法治公義，不尊重國家憲制，反指建制派的譴
責動議是政治打壓，這與他們包庇區諾軒、許
智峯、梁國雄乃至梁頌恆、游蕙禎等人，如出
一轍。反對派議員「示範」何謂包庇詭辯，用
「小事化大」、「頑皮」、「出位」等字眼，
來形容鄭松泰侮辱國旗區旗的違法行為，只能
說明反對派心目中，沒有是非對錯，只要是自
己友，只要反中亂港，再嚴重的罪過，搶手
機、煽「港獨」、燒基本法、倒插國旗區旗，
都可大事化小，都「罪不至死」。
儘管反對派在議會內佔少數，但他們騎劫議
會，將立法會變成對抗中央、搞亂香港的政治
舞台。反對派議員自恃議員身份，在立法會內
橫行搗亂，濫用職權拉布流會，阻礙議會運
作、狙擊施政；對於違法亂紀的自己人則輕輕
放過，令議會無規無矩，更誤導、荼毒年輕
人，令香港政爭氾濫，法治秩序受到重創。
市民絕不希望立法會變成無法無天、包庇違
法者的場所，不希望顛倒黑白的情況不斷重
演，市民強烈要求立法會重整綱紀，嚴厲執行
議事規則，回復立法會正常秩序。反對派一再
違民意而行，一定會受到民意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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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改革要對症下藥 增供應添競爭方治本
政府正研究引入的士司機違例扣分制，希望提升
的士服務質素。政府提升的士服務的改革，目標指
向司機這一的士業界弱勢群體，改革固然能對的士
服務的問題形成一定阻嚇力，但只會治標不能治
本。本港的士服務水準備受詬病，根源在於現有發
牌制度下競爭不足，司機不能從車費加價獲益，收
入每下愈況，導致各種服務流弊橫生。要從根本上
改善的士業，政府必須改革的士發牌制度，增加車
牌供應，引入適度競爭，並且對新發牌照執行新的
管理制度，從而改善行業的整體生態。
本港的士服務近年存在不少問題，的士司機濫收
車資、拒載、兜客、更改收費咪錶等投訴不斷，與
本港國際大都市形象不符。政府研究引入扣分制，
加強對的士司機監管，務求提升的士服務質素，但
這些做法恐怕難以革除行業痼疾。運輸及房屋局去
年公佈，市區的士司機平均淨收入為 17,463 元，低
於運輸行業平均收入 19,215 元約 10%。的士司機
工作時間長、收入低，為求增加收入，有司機違背
專業操守，甚至鋌而走險違法牟利。這是的士服務
亂象不斷的直接原因。扣分制或許可以增強阻嚇
力，增加司機違規的成本，但並不能解決司機收入
過低的根本問題，反可能惹起司機不滿，令改革遭
遇重重阻力。
對於的士業服務質素不斷下降的問題，不少意見
早已指出，根源在於牌照制度過時，政府對牌照制
度改革的推進極其緩慢。目前本港有的士牌照約
1.8 萬個，其中 1.5 萬個為市區的士牌照。政府自
1994 年停止增發市區的士牌，的士聯合交易所提

供的數字顯示，該 1.5 萬張市區的士牌照由大約
7,500 人持有，平均每人持有 2 張牌照，其中持有
市區的士牌照最多的 3 人，分別持有 219、282 及
575 個牌照。市區的士牌照最高成交價 2007 年為
350 萬元，至 2015 年達歷史高位 725 萬元，目前在
620 萬元左右水平。在目前的士牌照制度下，的士
牌照持有人在乎的是牌照的價格，而不是的士管理
和服務。當牌照價格持續高企，持有人為追求「合
理回報」，很難讓的士司機分享加價後增加的收
入，令服務改善失卻動力和基礎。
要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引入競
爭、增加的士牌照數量。政府 2015 年推出提供 600
輛「優質的士」的構思，爭取今年下半年提交至立
法會審議；消委會去年亦建議發牌新增 1,500 部網
約車。即使這兩項建議真的實行，本港新增的士牌
照總體上只增加 11%，與本港乘搭的士的人數增長
及訪港遊客的增長相比，仍是杯水車薪。本港對的
士服務需求大、車輛增長空間大，唯有增發的士牌
照，打破壟斷，才能滿足需求，同時增強業界競
爭，倒逼行業以更優厚待遇吸引司機，更優質服務
爭取乘客。
改革的士牌照制度，必然牽動現有持有人利益，
引起反對。但要根本提升本港的士服務，改革不能
只針對的士司機，應動真格，敢迎難而上。政府可
以實行新牌新制度、舊牌老辦法，並行不悖，既不
太影響原有持牌人利益，又堅決推動新牌照改革，
建立的士市場新生態，促進業內人共同重視提升服
務質素。
（相關新聞刊 A8 版）

兩地共研農業 成果造福世界
受惠內地經費
「過河」中大與南非阿根廷等合作

國家推動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除了宣佈香
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
劃，解決以往科研資金「過河」問題外，更大力支
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讓本港科研成果於
國際社會也步上新台階。中文大學農業生物技術國
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是率先獲科技部經費「過
河」的受惠對象之一，實驗室主任林漢明認為，兩
地共同推進科研，可更有效將成果推向世界；而實

■ 林漢明對新政策
感到鼓舞。
感到鼓舞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驗室成立以來，除可透過研究成果改善國家的農業
及糧食狀況外，亦已先後與南非及阿根廷等地開展
合作項目，讓國際上更多人得益。

■林漢明所屬實驗室已經與南非、阿根
廷等有研究合作，未來研究方向以環境
智能農業為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實驗室的科研與內地息息相關，例如其首任實驗室主
該任、中國工程院院士辛世文，便是「雜交水稻之父」袁

中大知識轉移/初創企成果（部分）

隆平長年的緊密夥伴。
林漢明昨日亦介紹，其率領的團隊，便與華大基因研究院及
中國農業科學院合作進行「尋找作物改良的功能基因」研究項
目，在農作物資源中尋找控制主要農藝性狀的功能基因，並研
究其分子機理，作為改良農作物的重要科學基礎，有關成果在
作物耐逆、抗病和養分分配中起着重要功能，並已獲得多項國
內外專利。
農業是人類糧食之本，相關科研項目更需要走出實驗室以造
福社會。

■2016/17 年度，大學知識產權專利收入 6,890 萬港元，作
出223份專利申請，並向外授予132份專利權
■大學設有前期孵化中心支援學生創科項目，現時有 14 隊
進駐隊伍；另外 24 隊過往的畢業隊伍已成立獨立公司，部分
已進駐科學園及數碼港等初創企業孵化器
■現時有 17 所中大初創企業獲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TSSSU）」資助，其中 6 所已獲得總額近 6,500 萬港元的
條款書

兩技術「落地」內地獲採用
林漢明表示，實驗室現已有兩項技術成功「落地」於內地獲
採用，涉及 8,000 英畝農地，已獲得 100 萬元人民幣經費，資
金將用作聘請研究人員及進行基礎的研究項目，如植物激素研
究，以及植物如何適應惡劣環境等。研究團隊未來研究的方向
則以環境智能農業為主，如作物可以適應環境的變化的同時，
亦可以保障糧食的安全性，預計日後可申請更多研究經費。
他又表示，在國家支持下香港能透過與內地加強合作，讓科
研成果更能衝出國際，開拓更多國際合作機會，以其實驗室的
農業研究為例，便獲得包括南非及阿根廷等國家的科研機構青
睞，開展合作，希望改善農業環境，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
林漢明亦指，本港科研經費及研究空間有不少限制，例如研
資局的優配研究金，每個項目 3 年批款額上限為 120 萬港元，
僅足夠進行探索性的研究項目，若想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就需
要申請國家研究經費。其實驗室過往便是透過中大深圳研究院
提出申請，但因資金不能過境，導致研究人員每天需要抽時間
往來深圳，影響工作效率。
他表示，其團隊上下對國家開放科研資金「過河」予香港高
校及科研機構都深感興奮，雖暫未知各項中央科技計劃的申請
詳情如限額及程序等，但其研究團隊已開始準備項目申請書，
視乎項目名額，有機會先作內部評選，或盡可能將所有合適項
目都報名。
他說，研究需要跨學科、跨院校合作，除了資金「過河」
外，新政策可讓香港科研人員參與國家級重大研究，有助提升
科研人員培訓及教育的水平，更有力吸納世界科研人才來港。
他建議特區政府及早配合政策，興建更多的研究中心，解決
實驗室空間不足的問題，增強對國際科研人才來港的吸引力。

■2009 年至今，有 162 個項目獲知識轉移專案資助，共涉及
4,200 萬港元；另有 4 個項目獲特區政府社會創新及創業發
展基金資助，共涉及160萬港元
■林漢明、段崇智及陳偉儀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資料來源：中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科研「個餅大咗」 助打造港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本港
擁有雄厚的科研根底兼高質素的人
才，加上中央近日正式容許國家科研
項目經費「過河」到港的新安排，令
香港的優勢得以全面發揮。有份受惠
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表示，
新政策令人興奮，反映國家對香港的
創科發展予以肯定和大力支持，又形
容「個餅大咗，為本地科研界打下
『強心針』，也有助打造香港的科研
品牌」，而大灣區的發展也為香港科
研界帶來無限機遇。為了把握大好形
勢，中大深圳研究院提出 5 大策略，
推動科研及知識轉移發展。

不過，段崇智認為，該指標在世界上
仍屬偏低水平，希望國家提供的資金可
據資料顯示，中大有 4 間國家重點實 以支援本地科研界，將「Made in Hong
（ 香港製造）打造為家傳戶曉的
驗室夥伴實驗室，及 1 間與港大及中科 Kong」
院合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科研品牌。
在過去 5 年間，在取得了「國家級」實驗
5招推中大科研
室這個金漆招牌後，共申請到 11.5 億港
元及 4,800 萬元人民幣資金，可見中央
段崇智表示，中大不缺人力，惟物力、
支持對本港科研發展實在非常重要。
財力有限，估計國家資金過境到港，
「個
近年，特區政府亦積極推動本地科研 餅大咗」
，本地科研人員獲得的資源相
發展，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在施政報告宣 對較多，有助科研發展；同時大灣區的
佈，在今屆政府 5 年任期內，將把本地 發展更可令香港擁有前所未有的發展
研發開支所佔的 GDP，由目前的 0.73% 機會，故他提出 5 大策略以促進中大的
提升至1.5%。
科研及知識轉移發展，包括：在中大的

5實驗室獲撥款

深圳研究院將設立創新樞紐；加強初創
教育，為修讀企業創新相關課程的學生
提供實習機會；於深圳研究院擴展知識
轉移及研發功能；促進初創企業在內地
的業務擴展，及擴展於大灣區的據點。
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研究委
員會副主席陳偉儀表示，以往中大科研
人員申請的國家研究資金都「過唔到
河」
，令在港的研究人員在管理及研究
上均遇到阻滯；在新政策下，雖然增加
了本港科研機構申請研究資金的渠道，
但項目是擇優取錄，不同研究機構間的
競爭同樣激烈，故申請不一定會變得容
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