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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的年宵市場已開始營運，其中也不
乏由政黨、政團租用的攤位。遺憾的是，
有年宵市場攤位販賣印有暗藏英文粗言穢
語的衣物、煽動抗爭的書籍。「香港眾
志」更販賣政治宣傳品，包括貶損國歌的
紙帶，挑戰正進行本地立法的《國歌條
例》。
「香港眾志」更大肆宣揚，有本地製作

公司指，廠方收到「政府批文」不得印製
一系列的字樣和圖案，當中包括「眾志」
的標誌和中英文名稱，「眾志」最終要刪
走相關標誌，製作公司才願製作。「香港
眾志」擔憂，「香港的表達自由在無形中
被收窄」。「香港眾志」其實早應該知
道，他們走「自決」激進路線起家，雖然
已把「自決」等敏感字眼從綱領刪除，然
而，其主要人員的言行舉止明顯有「港
獨」、「自決」的影子，羅冠聰、周庭先
後被DQ，在回歸20周年前夕搞「佔領金
紫荊廣場」，近期《國歌條例》立法期
間，「香港眾志」又硬闖政府總部東翼前
地鬧事。
製作公司拒絕為「香港眾志」承印，絕

對合法合情合理。因為以任何形式向「港
獨」等非法組織提供協助，或有參與「刊
印、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
或複製、輸入煽動刊物」，違反《刑事罪
行條例》(香港法例第200章)第10條，若
被定罪可被監禁3年，製作公司當然不會
以身試法。
食環署負責年宵市場的管理，年宵攤位

的場所亦屬政府產業，攤位租戶在簽署租
約時，已表明須遵守租約條件，違者可被
即時終止租約，若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第10條所列出的煽動行為，亦可被檢
控，須承擔法律責任。「香港眾志」篡改
國歌歌詞並印製成商品作販賣用途，屬貶
損國歌行為，顯示他們不尊重國家的尊
嚴，「港獨」的真面目顯露無遺，更證明
國歌法立法的必要性。
本港必須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

「香港眾志」販賣的商品，貶損國歌，絕
不能接受，食環署須依法取消「香港眾
志」租用攤位的資格，以示不容「港獨」
分子胡作非為，以免年宵市場淪為散播
「港獨」的特賣場。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兼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
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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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國家大局態勢好 助青年追夢圓夢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2019年新春酒會致辭中，用三個「好」總結香港2018年形勢，其中

第三「好」，是香港社會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態勢好。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青年報效國家、開創美

好人生的機遇所在，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指示、王志民主任的叮囑，包括本會在內，香港各界

加強與內地合作，積極推動香港青年了解大灣區和國家發展的最新情況，幫助香港青年解決

在大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遇到的困難，讓青年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分享大灣區建設的紅

利，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追夢圓夢。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多搭台加深港青對大灣區了解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
略。習主席指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

謀劃，也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
策。習主席一再強調，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
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
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

夢想的社會環境。王志民主任指出，香港社會積
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態勢好，反映過
去一年，在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社

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市
民尤其是年輕人日益重視

融入國家大局、參
與大灣區

建設的必要性。
一年來，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省出台一系列便利

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創業的政策措
施，近十萬香港同胞成功申領港澳居民居住證，香
港順利接入國家高鐵網，港珠澳大橋飛架三地，大
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開始成為生動現實。

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是希望透過大灣區內11個城
市的優勢互補，提升大灣區在全球的競爭力，共建
一個宜居、宜業、宜遊的世界一流灣區。這個一流
灣區，正是香港青年未來發展的希望和樂土。大灣
區推進建設青年創業就業基地，集聚年輕人才，可
提供更多創業和就業的機會。放眼未來，大灣區建
設將為香港的年輕人帶來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

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為香港青年多搭台、多搭
梯，使香港青年加深對大灣區的了解，以自身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突破發展瓶頸。

由新家園協會和廣東省青年聯

合會合作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家園」項目，在大
灣區11個城市建設服務中心，目前項目已進入試運
行階段，通過大灣區內「民、商、官、青年」四方
攜手合作，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
絡，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適切服
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
各種問題，免除後顧之憂，讓他們放心在內地發
展，為大灣區發展作出新貢獻，注入新動力。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是香
港的希望與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習主席
在今年元旦賀詞中指出，「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
都是追夢人」。國家快速發展，大灣區建設如火
如荼，為香港青年提供大好機遇。新家園協
會、「大灣區青年家園」是青年的堅實
後盾，一定竭盡所能幫助香港青
年在大灣區追夢，共圓民
族復興的中國夢。

台灣去年底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
敗，國民黨贏得大多數縣市的地方政

權，以直觀計算所得票數，藍營有可能贏回台灣執
政權。對此，蔡英文救亡的招數就是撕掉原來維持
現狀的外衣，倒向「急獨」的民進黨的基本教義
派。然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路數，只會使「空心
菜」收回部分「急獨」選民的支持，但對於台灣經
濟發展則是繼續摧殘。於是，有老民進黨員怒砸支
持「空心菜」的「新潮流系」辦公室，憤批：不知
苦民所苦。
據台灣媒體報道，曾是民進黨黨員的江添福在1

月28日上午10點多，持磚頭前往位於台北市濟南
路一段的「新潮流系」辦公室，砸毀大門玻璃，並
在門外張貼一張抗議字條，直批其不知苦民所苦。
62歲的江添福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支持台灣黨
外運動，一直是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但據江
添福自己承認，他因對民進黨及「新潮流系」的作
為不滿，已經退出民進黨。

「台獨」勢力孤注一擲
台灣九合一選舉之後，蔡英文政府及民進黨祭出一

系列的「急獨」言行，以至有外國媒體驚呼「陳水
扁回來了」。一方面，是蔡英文多次公開發表談
話，肆意攻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40周年大會的講話，別有用心地歪曲習近

平講話的精神，將大陸對台胞充滿善意的各項政策
進行扭曲，尤其是妖魔化「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
另一方面，曾被蔡英文委任「行政院長」並自稱

為「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則與「獨派」大老辜
寬敏成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並聲稱，台灣需
要「新憲法」。賴清德揚言，第一、目前的「憲
法」是在中國內地制定，而非為台灣量身訂做；第
二、李登輝帶領7次「修憲」，創造了新政府體
制，但經過20年實施，問題不斷；第三、憲法有中
國思想，但台灣人民已有「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
識，這兩種不同思想在台灣矛盾不斷。

這些動作，不禁使人想起10多年前陳水扁執政時
推行的所謂「正名制憲」，只不過陳水扁在碰得頭
破血流之後，也哀嘆「『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
到，我不能騙自己」。然而，善良的華夏子孫也要
提高警惕，陳水扁時期受限「朝小野大」的制約，
現在民進黨在「立院」佔多數，更重要的是國際形
勢也發生微妙變化，美國竭力阻撓中華民族實現國
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加大了遏制行動，
打「台灣牌」的力度也加強了，「台獨」勢力在這
種背景下，不排除有孤注一擲的舉動。

打「獨」牌傷害經濟
這次揚言「制憲」，除了賴清德跳出來，由蔡英

文一手推舉的民進黨新任主席卓榮泰也聲稱，「民

進黨面對『台灣獨立運動』不會缺席」。
蔡英文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不得不辭去民進

黨主席職務，支持度插水式下滑至兩成左右。在其
撕掉「維持現狀」外衣倒向「急獨」之後，民調有
所回升，其「見獵心喜」。殊不知民進黨內人士分
析，這只不過是「急獨」派原來離她而去，現在有
所回歸而已，但是支持度也僅在三成。蔡英文回歸
「獨派」是飲鴆止渴。

蔡英文為何剛上台時，和「急獨」保持一定距
離，表示兩岸政策的大方向是「維持現狀」，就是
因為她很明白，一是搞「台獨」沒有好果子吃，陳
水扁是教訓；二是，她要「摘桃子」，要摘取馬英
九執政時期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但是，蔡英文和民進黨趁着上台之初的高支持

度，對國民黨趕盡殺絕，通過凍結黨產，所謂「轉
型正義」，以及主要針對藍營支持者的年金改革等
手段，削弱國民黨的力量。結果弄巧反拙，既惹得
民怨沸騰，更破壞兩岸本來良好的環境，挫傷島內
的經濟競爭力。

自台灣大搞選戰之後，營商環境受到嚴重摧殘，
經濟發展落在「四小龍」之末，高雄就是典型的例
子。原來高雄港在亞太地區數一數二，現在急速凋
零，也給了韓國瑜「翻盤」的機會。可以肯定，蔡
英文為了爭取連任大打「獨」牌，必然進一步傷害
台灣經濟，造成惡性循環。

蔡英文倒向「急獨」繼續摧殘台灣經濟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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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入冬流感高峰來襲，
香港各大公立醫院爆棚：醫
生短缺、護士短缺、床位短

缺；急症室爆滿，各科病房爆滿……無論
是患者，還是醫護人員，面對此景況，多
有無奈。雖然特首林鄭月娥提出4大措
施，包括預留資金給醫管局，但治標還需
治本，不從根本上解決醫療困境，窘況將
年年上演。
據悉，一些公立專科醫院病人的輪候時

間，多的達到90周左右，接近兩年，有
的眼科醫院更是需要長達兩年多的輪候時
間，小病都可能拖成大病。作為發達經濟
體、富裕社會，「看病難」何以成為香港
「上樓難」後的又一「難」？這凸顯政府
醫療政策的不足。
上一年度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增撥

80億元醫療經常性開支予醫管局，預留
3,000億元重建醫院。但是普通市民並沒
有明顯的獲得感。除了市民不滿意，今年
度醫生和醫護人員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不
滿。日前就有醫護人員持「爆」字的標語
向官員表達不滿。當醫護人員走出來訴說
「爆」的時候，能否說出真正癥結是人手
不足還是資源不夠？ 看來，政府的醫療
政策實在是有必要做一個檢討。
香港有些人可以到私家醫院看病住院，

收費不菲，不煩政府操心。公立醫院是普
通市民的健康網，有超過90%的住院服
務是由公營醫院所提供。公院急症每年照
顧220萬人次；專科門診照顧逾770萬人
次；住院服務超過180萬人次。也就是
說，醫管局管理的公立醫院和醫療機構，
肩負的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健康保障。為
此，政府必須編織好這一道安全網，讓病
者得到適切的治理。
政府增建醫院的速度跟不上社會需要，

醫院管理局年報顯示，轄下醫院病床數目
只由2008年的27,117張增至2018年的
28,355張，10年間增幅不足5%。而這
10年間香港人口增加9%。
醫護人員是最重要的醫療資源。根據立

法會資料，在2008至2017年十年間，香
港註冊醫生人數雖增加了17%至14,290
人，但人口對醫生比例僅由每千人1.8名
輕微上升至 1.9 名。大幅低於發達國
家——英國千人 2.8、美國 2.5、日本
2.3、德國4.2。如果按照上述發達國家平
均水準，香港需要增聘數千名醫生。也正
因為香港醫務人員短缺，導致私家醫院高
薪搶人，令公立醫院醫生特別是有經驗的
醫生大幅流失。

因此，無論是從解短期燃眉之急，還是
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問題，除了加快培育
醫護人員外，從香港以外的地方引進醫護
人員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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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再次感謝醫管局各同事一直緊守崗
位，盡心盡力照顧病人。在踏入冬季服務高峰期
後，各公立醫院和診所的服務量不斷增加，我們理
解前線同事每天都面對着沉重的壓力，我們亦正用
各種方法，去分擔同事的工作量，希望跟大家一同
克服這次冬季服務高峰期的挑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宣佈，預留五億元供醫管局

應對冬季服務高峰期的額外開支。我們非常感謝行政
長官的安排，這安排可確保公立醫院有足夠資源應對
未來幾個月的挑戰，亦加強了我們的信心。
醫管局早在去年中，已預先撥款五億二千萬元供

各醫院聯網推行特別措施，紓緩前線同事的壓力及

應對增加的服務量。另外，我們亦已在財政儲備中
預留了四億元，可隨時調動用作支援各項措施。假
若流感情況持續一段較長時間而需要額外資源，醫
管局便會向食物及衛生局提出動用政府額外預留的
五億元，以持續推行有關措施。
在踏入冬季服務高峰期後，我們已動用了不少資源

加開短期及臨時病床，以紓緩病床需求；另外，各醫
院亦正盡力聘請更多兼職及臨時醫護人員，以及安排
中介護士、支援服務員工和兼職護士學生分擔一些簡
單護理工作，以分擔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量。
為了進一步加強人手，我們亦已優化了申請特別

酬金的程序和計算方法，會以醫護人員本身的職級

去計算特別酬金，鼓勵更多資深醫護人員參與計
劃。除此以外，我們在病毒檢測、出院支援及普通
科門診等服務都有所加強，希望進一步紓緩醫護人
員的壓力。
在2017-18年度，醫管局已妥善運用政府額外提

供的五億元及醫管局財政收入中的一億五千萬元撥
款，應對該年度冬季服務高峰期所推行的特別措
施。今年我們亦會盡量善用各種可動用的資源，去
紓緩同事的壓力。
最後，我亦希望市民可以諒解我們現正面對的壓

力，醫院有時會較為擠迫，亦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
一起面對這次挑戰。

共同面對冬季服務高峰期的挑戰
高拔陞 醫生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民營企業經濟發展在我國改革開放
40年當中，發揮了增加就業和促進創

新等不可或缺的功用。多年來民營經濟規模從小變
大，到今日蓬勃發展，成功帶動了我國經濟穩健增
長。未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對經濟的持續貢獻
程度，將影響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速度變化。
談及民營經濟，主角自然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

家，最近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定支持
民營企業發展，當中就包括要以良好的法治環境保
護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
要讓民營企業家能在中國安心發展，大力拓展業

務，唯一方法就是提供完善的法治制度，賦予企業
財產安全保障。最近有港商朋友向我表示，十多年
前看好中山的樓市前景，合法拍得南頭鎮三塊商住

用地組成的資產，面積達113畝。其後由於政府基
建需要，已足額繳付成交價的地塊被佔用多年，以
支持廣珠輕軌項目建設，其間無法開展任何掛牌轉
讓、產權過戶以及項目開發建設等工作；部分地塊
更由於已用作興建輕軌被永久佔用。
到輕軌落成後，港商朋友由於仍未能使用其合法

權益，在所購土地上開展建設工程，一直積極與有
關政府商討解決方案，更不惜興訴，以求政府加快
回應，終在2012年至2013年，先後簽訂了3份土
地置換協定，以解決被輕軌佔用土地的問題。

令人慨嘆的是，政府在商人撤訴後，就把事件不
了了之，土地置換協定一直未有執行。2015年，輕
軌佔用以外的地塊，又被納入廣中江高速項目的徵
收範圍，港商朋友已開展的項目工程唯有緊急煞

停，後來甚至反被認定為閒置土地，面臨政府處
罰，令港商朋友的權益受損，打擊了他對在內地發
展的信心。
土地能得到發展，必定可以帶旺周邊商業，對大

眾有益無害，遠比閒置要好。既然中央強調要堅定
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經濟，完善法治制度，營造法治
環境，保護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希
望地方政府能加快土地置換，協調解決事件，市民
便能早日受惠建設帶來的興旺，亦為民企對在內地
發展帶來更大的信心。
農曆新年將至，希望新一年有新氣象，各地政府

部門積極處理好糾紛，強化誠信和法治建設，迎接
美好的新局面，讓國家發展更上層樓，港商朋友遇
到的困境，亦能早日得到解決。

加強溝通協調 支持民營企業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合會法律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