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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生產疫苗 藥廠被罰百億
新聞撮要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依法從嚴對長春長生生物科技
有限責任公司違法違規生產狂犬病疫苗作
出行政處罰。沒收違法生產的疫苗、違法
所得18.9億元（人民幣，下同），處違法
生產、銷售貨值金額三倍罰款72.1億元，
罰沒款共計91億元，約合港幣103億元。

對涉案的高俊芳等14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作出終身不
得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的行政處罰。
節自︰《官方重拳懲治罰沒長春長生百

億》，香港《文匯報》，2018-10-17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藥監局法律顧問李江︰這一處罰決

定是綜合考慮長春長生公司違法行為而
作出的頂格處罰。嚴肅查處這一個案，
既能在藥品安全領域產生警示作用，同
時也彰顯了監管部門嚴厲打擊藥品違法
違規行為，保障公眾健康的決心。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內地政府重罰長春長生公司，
顯示監管部門打擊藥品違法違規行為的
決心，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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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近年接連發生列車服務事故的港
鐵，昨日發生通車近40年來首宗四列
車線同時故障罕見事件，百萬計市民受
影響。昨晨港鐵在荃灣線進行新信號系
統測試後，疑將新系統轉回現有系統時
出現故障，更導致港島線、觀塘線及將
軍澳線同受影響。港鐵需要發出紅色警
號及改以人手控制列車，班次服務受
阻，列車最長延誤約40分鐘。
節自︰《四線齊冧工照返》，香港

《文匯報》，2018-10-17

持份者觀點
1.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運輸署有24小
時運輸監察作出應對措施，特區政
府亦會督促港鐵必須在預防性工作
上做得更好。

2. 運輸署︰根據港鐵票價調整機制內
的「服務表現安排」，港鐵發生31
分鐘或以上因機件故障或人為因素
導致的服務延誤事故，即會被罰
款，稍後與港鐵跟進實際的罰款

額。
3. 西貢區議員莊元苳︰特區政府規劃
將軍澳時以鐵路為主，區內依靠鐵
路的居民達70%至80%，巴士資源
的投入嚴重不足，故港鐵一旦出現
故障，將軍澳真的會變成孤島，對
居民的影響十分大。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政府應就是次事件重罰

港鐵，亦有意見認為今次事件並非
太嚴重，難以重罰港鐵，你較認同
何者？

2. 將軍澳居民在今次事件中受到嚴重
影響，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事件再
次發生？

知多點
政府在 2013年加入「服務表現安
排」，如果港鐵的服務延誤30分鐘，
就需要罰款，罰款隨時間增加。不過
過往只涉及一條路線，今次多線故障，
政府表示要跟進後再決定罰款。

港鐵四線齊冧 靠重罰解結症？

登革熱疫情完結 獅園重開
新聞撮要
登革熱疫情完結，關閉近兩個月的獅子
山公園亦於上周重開，有市民趁假日到公園
及附近的行山徑登高，大部分市民都表示不
擔心蚊患再現，而公園內設有太陽能滅蚊
機，詢問處亦放置蚊怕水供市民使用。
節自︰《久候獅山開園 防蚊足冇有

怕》，香港《文匯報》，2018-10-14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重開公園
主要考慮3個原則，分別為滅蚊措施是否
已完成、按科學數據觀察登革熱疫情是
否完結，以及公園的蚊子樣本是否仍有
登革熱病毒。食環署已將獅子山公園蚊
子樣本送交大學化驗，確認沒有登革熱
病毒，亦即表示公園已相對安全，今後
公園仍會繼續進行常規的滅蚊行動。

2. 市民業先生︰蚊患情況未穩定，最緊要
保護好自己，做足防蚊措施，只要不在
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應該沒問題。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雖然登革熱疫情完結，但市

民仍應遠離曾爆發疫情的獅子山公園等
地，你同意嗎？

2. 有評論指政府的滅蚊措施並不足夠，應
增加資源以杜絕蚊患，你同意嗎？

濕地被蠶食 政府無行動
新聞撮要
環保督察人員近日發現，拉市海自然保
護區濕地被「蠶食」的狀況十分令人擔憂，
不僅中央環保督察組兩年前反饋的問題沒有
整改，還任由當地多處民宿房屋建在保護區
的核心區，侵佔了原來鳥類覓食的淺灘。此
外，侵佔該保護區30公頃的麗江古城湖畔
國際高爾夫球場仍在運營。
節自︰《麗江濕地遭侵佔再爆環保假整

改》，香港《文匯報》，2018-10-15

持份者觀點
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
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有些地方認為中央
環保督察組離地方太遠了，這次發現
了，下一次不一定來，所以消極觀望；
另外就是地方環境治理、修復生態的能
力有限，所以很多地方等着上邊給予技
術指導；第三個原因就是利益糾葛，因
為在地方上有很多利益交叉在自然保護

區生態紅線區的範圍裡邊，譬如遊覽船
開進去，這裡面就有利益。要把利益斬
斷也很難，這需要地方黨委和政府下定
決心，採取堅決措施。

多角度思考
1. 濕地被蠶食的情況之前已被環保督察人

員發現，但當地政府卻沒有任何行動，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

2. 有評論指內地政府應對違反環境治理政
策的人員進行嚴懲，以增加阻嚇作用，
你同意嗎？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李克強訪荷蘭 齊護自由貿易
新聞撮要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開始對荷蘭

進行正式訪問，在海牙首相府同荷蘭
首相呂特舉行會談。李克強積極評價
中荷關係與互利合作取得的積極進
展，並表示中方願同荷方通過更加開
放的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向外界釋放中荷、中歐維
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致力於
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積極
信號。
節自︰《中荷共護多邊主義自由貿

易》，香港《文匯報》，2018-10-16

持份者觀點
1. 李克強︰自貿組織改革應堅持繼續
保持貿易自由開放的原則，維護發

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縮小南北差
距，應當堅持協商一致的原則，不
能搞排他性、小圈子。應當本着互
諒互讓的原則，循序漸進往前走。

2. 呂特︰荷方重視對華關係，願同中方
鞏固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在循
環經濟、城鎮化、智慧城市等領域挖
掘新的合作潛力，積極拓展第三方市
場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
問題，在老齡化方面開展老年護理知
識經驗分享、人員培訓、電子醫療合
作，密切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
邊機制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基於規
則的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保護主義正在國際間抬

頭，理由何在？
2. 有意見認為各國應該支持多邊主義

及公平貿易，你同意嗎？

加推大麻合法 冀阻青年吸食
新聞撮要
加拿大上周起正式實施大麻合法化，容許

消閒用大麻合法發售，成為繼去年的烏拉圭
後，全球第二個大麻合法化國家。加拿大當
局期望此舉可打擊青少年吸食大麻和黑市交
易，政府亦可向大麻徵稅，但其引發的健康
和安全問題引起公眾關注。

節自︰《加國大麻合法化恐增「迷幻飛
車」》，香港《文匯報》，2018-10-6

持份者觀點
1. 蒙特利爾藥用大麻診所專家維加諾︰不
支持大麻合法化，憂慮將增加年輕人吸
食風險。

2. 渥太華公共衛生局發言人康奈利︰大麻
合法化有健康隱憂，但這有助家長直接
跟小孩討論大麻。

多角度思考
1. 加拿大當局認為大麻合法化能打擊青少
年吸食大麻的情況，你同意嗎？

2. 有評論認為大麻合法化將會對當地社會
帶來更多威脅，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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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套描述清朝內廷權力鬥爭的長
篇電視劇在兩地大受歡迎，除了興起內地
追拍宮鬥劇的熱潮之外，亦間接提升了社
會對該段歷史的興趣。
有意見認為，有關電視劇對普及中國歷
史有正面作用，亦有意見指出電視劇為求
戲劇效果，每每加上虛構或誇大的情節，
加上考證質素參差，對學習歷史弊多於
利。

文化跟潮流 傳統或已失

討論的爭拗點跟通識課程其中一個議
題—文化與文明承傳（單元三—現代
中國︰主題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相近，當中指出適應力和轉化能力對傳統
習俗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延續和發展尤其關
鍵，但過程中會否扭曲文化的本質、令習
俗失去原本傳統意義卻存在爭議。
例如中秋節玩花燈這個傳統習俗，隨着

物質富庶，加上安全意識的提升，今日以
柚子皮自製或燃點蠟燭的花燈，已差不多
全被商品化及用電燈泡的花燈取代，花燈

主題亦由白兔、楊桃等傳統造型，演變成
各式各樣日本及歐美的卡通人物，縱然變
化雖大，因花燈活動而製造出來的家庭聚
會及朋友社交機會的意義維持不變，即課
程文件中提及的社教化功能，形變而實不
變，所以爭議較少。
同樣，月餅除了涉及龐大經濟利益活動

支持外，它的多種演變亦令這節日特色食
品得以延續。
當然，有意見指出冰皮或雪糕月餅等屬

商家謀利的點子，它們跟傳統月餅實為兩

碼子事，唯背後送禮問好、親朋分享的傳
統意義仍舊不可取代。

課程多興衰 文化少共鳴
回說有關歷史電影、電視劇對普及歷史

的利與弊，筆者從事歷史教育二十多年，
亦感學校課程每每着重治亂興衰，對於文
化、社會、經濟史等較少涉及，即使加入
相關元素，學生只是透過書本中冷冰冰的
文字描述認識，可以滿足考評需求，但認
識表面之餘，亦欠共鳴。

聽說有小學生受劇集影響，按劇內的妃
嬪等級，為校長、老師及學生分級，先不
論其行為是否正確，在思考和建構「階級
表」的過程中，同學對當時皇室後宮的認
知必有裨益。
最後，筆者亦相信在資訊自由流通的社

會，學生、市民都有足夠能力和途徑去辨
別真偽，社會總不會將三國武將變為女性
的漫畫及遊戲，當作歷史看待。

■戴健暉 助理校長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睇劇學歷史 認識古文化

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百搭通識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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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市海的旅遊項目為當地帶來收入，但濕
地生態也被影響。 資料圖片

■登革熱疫情完結，獅子山公園亦已重開。
資料圖片

■李克強（左）會見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
（右），並與荷蘭首相呂特舉行會談。

資料圖片

■■港鐵在繁忙時間壞車港鐵在繁忙時間壞車，，月台迫滿市民月台迫滿市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