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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戰新娘」思鄉 英國拒絕接收
新聞撮要
英國19歲少女貝居姆4年前到敘利亞加入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她最近在敘利
亞難民營誕下男嬰，再次要求英國政府讓她
回國，事件引起英國社會激烈討論。不過，
英國內政大臣賈偉德前日去信貝居姆的母
親，表示以保護國家為由，褫奪貝居姆的英
國公民身份，呼籲她盡快轉告貝居姆。貝居
姆的家人發表聲明，對內政部的決定感到失
望，將採取法律途徑挑戰。
■節自︰《英「聖戰新娘」誕嬰掀國籍爭
議》，香港《文匯報》，2019-2-19

持份者觀點
1. 貝居姆︰在敘利亞4年期間，只是一名普
通家庭主婦，在家照顧兒女，從未幫助
ISIS宣傳和鼓吹他人來敘利亞，沒有任何
證據指出返回英國後，會作出危險行為。
若回到英國，政府亦沒有理由剝奪兒子的
撫養權。

2. 賈偉德︰絕不允許曾加入ISIS的英人回
國。

3. 英國司法大臣郭達瑋︰政府不應讓他們成
為無國籍人士。

4. 英國保守黨議員勞頓︰英國有法律義務協
助貝居姆回國，但政府應以可能灌輸極端
思想為由，禁止貝居姆撫養男嬰。

多角度思考
1. 英國政府褫奪貝居姆的英國公民身份，理
據何在？

2. 你認為各國應否接收曾投奔「伊斯蘭國」
的公民？

全 球 化

訪港客創新高 人次增消費減
新聞撮要
去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次突破6,500萬，

創歷史新高，訪港過夜旅客數字亦按年升

4.9%至2,926萬人次。香港旅遊發展局總
幹事劉鎮漢昨日預測，2019年整體訪港旅
客人次將按年微升約1.9%至6,640.5萬；
其中過夜旅客人次估計按年升2.1%至接近
2,987.9萬，過夜平均留港時間則估計維持
3.1晚，但他們的人均消費卻跌6.2%至
6,195元。
■節自︰《去年訪港客逾6500萬創新
高》，香港《文匯報》，2019-2-19

持份者觀點
1. 劉鎮漢︰隨着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於去年先後通車，進一步改善香
港與內地的陸路交通連接，同時亦為旅

客帶來更多新鮮感，有助吸引內地旅客
選擇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

2. 香港迪士尼樂園行政總裁楊善妮︰由於
兩大基建相繼通車，內地旅客來港更加
便捷，帶動入園人數增加，樂園亦善用
上個財政年度開幕的「迪士尼探索家度
假酒店」所帶來的新增客房，開拓其戶
外活動及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展和
企業活動的業務，為樂園酒店入住率和
入場人次帶來增長。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描述訪港旅客人次的趨

勢。

今 日 香 港

英擬徵時裝稅 減少棄置布料
新聞撮要
英國環境、食物及鄉郊事務大臣高文浩
昨日公佈計劃，大刀闊斧改革現行廢物回
收系統，提出生產商需就成衣產品繳付
「時裝稅」，以減少每年被送到堆填區及
焚化爐的30萬噸棄置布料和包裝物料，並
建議引入「生產者延伸責任」(EPR)制度，
要求車胎、傢俬及建築材料等產品的生產
商，就產生的廢物支付處理費，同時考慮
引入針對膠樽及金屬罐的按金制度，鼓勵
回收。
■節自︰《英擬徵「時裝稅」 增生產商廢
物 處 理 費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9-2-19

持份者觀點

1. 高文浩︰增加徵稅能鼓勵企業使用可回
收物料，稅收亦會用作資助回收設施。

2. 英國零售協會︰新計劃將令企業增加30
億英鎊（約304億港元）成本，當中大
部分花在提供回收設施上。

3. 「經濟事務協會」主席利特爾伍德︰英
國的稅務負擔已是50年來最高水平，對
納稅人帶來沉重壓力，即使徵稅能有效
減少浪費，政府亦應詳細解釋稅收用
途，而非偷偷用作補貼國庫。

多角度思考
1. 何謂「時裝稅」？設立「時裝稅」的目的
是什麼？
2. 有評論認為各地政府應加強「生產者延伸
責任」制度，以加強市民的環保意識，你同
意嗎？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土地問題影響 寄養家庭減少
新聞撮要
根據社署資料顯示，去年（截至12月

底）寄養家庭的數目雖然比前年同期略增，
但相比2016年同期減少。有負責寄養服務
的社工認為，居住空間狹小及雙職家庭漸多
亦可能會影響寄養家庭的參加意慾。
■節自︰《「蝸居」雙職家 寄養路難
行》，香港《文匯報》，2019-2-20

持份者觀點
1.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黃婉明︰部分寄
養家庭因自身問題而退出，例如健康狀況
轉差、再次投入勞動市場等。除此之外，
亦可能與「土地問題」及雙職家庭漸多有
關。

2. 寄養家長︰有人話做寄養家庭「冇肉
食」，我即刻反駁做得就唔係為錢。

3.社會福利署中央寄養服務課主任馬學強︰
對情況抱樂觀態度，社署在2017年及
2018年已提高津貼金額，以及加強宣
傳，望能吸引更多有心人加入。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寄養家庭數目的變

化，並解釋為何會造成這種變化。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瀕死先入ICU 有望遺愛人間
新聞撮要
器官移植是不少病危患者繼續生存的唯

一希望，但過往有不少研究均指出，在非
深切治療病房有近三分之一的潛在捐贈者
未被識別，如果深切治療部可以及早介
入，判斷病人會否腦幹死亡，或能令更多
潛在捐贈者可以捐出器官，有醫生建議當
局可以在資源許可下安排瀕死病人入住深

切治療病房，提早找出潛在器官捐贈者。
■節自︰《瀕死病患若入ICU助醫生尋器
捐者》，香港《文匯報》，2019-2-18

持份者觀點
1. 瑪麗醫院成人深切治療部副顧問醫生蔡
雅穎︰承認有關做法會進一步加重深切
治療部的服務壓力，但做法值得推廣，

如果最終可以促成捐贈，可能會救活兩
人至3人，這些病人如果未能獲器官捐
贈，最終可能一樣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多角度思考
1. 安排瀕死病人入住深切治療病房，對器
官捐贈的情況有什麼幫助？又對公共醫
療系統造成什麼影響？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周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據新華社報道，《規劃綱要》指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
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的新實踐。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
年。
■節自︰《創新驅動打造大灣區共築全球科創新高
地》，香港《文匯報》，2019-2-19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歡迎中央公佈大灣
區規劃綱要，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指導性方
向，並感謝中央在《規劃綱要》的編制過程中重
視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

2.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要繼續而且更充分地
發揮澳門的各方面優勢，在堅持「一國兩制」和
國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與大灣區的其他兄弟城
市緊密合作，解放思想、共同探索、銳意創新進
取、勇於實踐開拓。

3.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會舉全省之力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省政府會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廣東學
習、就業、創業、生活的配套政策，及推進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

4.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林念修︰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要把握四項原則，第一是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方針等基本原則，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
第二是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遵從法治。
第三是堅持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發揮政府作用。
第四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大灣區建
設要充分考慮民眾訴求，落實改善民生的各項舉
措。

多角度思考
1. 《規劃綱要》提出了什麼目標？這些目標有什麼
政策去落實？

2. 有意見認為大灣區發展可方便港人回大灣區生
活，你同意嗎？

3. 有評論認為香港要融入大灣區仍有不少阻礙，你
如何評價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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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政策最初是針對台灣問題
提出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國民黨敗退台灣。1955年5月，時任總理
周恩來明確提出，中國人民解決台灣問題
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
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
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
1960年以後，中央政府進一步制定了和
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方針，就是「一綱
四目」。「一綱」是指台灣必須回到祖國
的懷抱。這是原則問題，不容商量。「四
目」則是具體的操作方案：「一、台灣回
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
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
石，由蔣介石安排；二、台灣所有軍政費
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
由中央政府撥付；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

以從緩，等到時機成熟後，尊重蔣介石的
意見協商後再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特
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的事情。」
1979 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

了《告台灣同胞書》，其中指出︰「我們
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
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
1979年9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葉劍英發表講話，進一步闡明台灣回歸
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所謂
的「葉九條」。
這是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構想的

第一次全面闡述。這九條方針政策的內
容主要是：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國民黨的對等談判；台灣與大陸實行通
郵、通商、通航；國家實現統一後，台
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
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
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
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
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
資不受侵犯；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
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
與國家管理等。葉劍英的講話中第一次
出現了「特別行政區」的概念。
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戴

卓爾夫人時，對香港問題發表了講話，指
出內地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主要涉及
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這不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1997年後
中央政府採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
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
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在1997年前的

15年過渡期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這是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全面闡述，標

誌着「一國兩制」構想已經成熟。其內容
就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地堅持
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整個國家的主體，同時
允許香港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其主要內

涵包括：
1.「一個國家」，即堅持國家的統一，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一個國
家」具體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2.「兩種制度」，即香港特別行政區不

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留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
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
變；
3.「港人治港」，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中央
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派遣幹部擔
任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裡的職務；
4.高度自治，即國家在香港設立特別行

政區，並授予特別行政區以高度自治權。
這些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僅保留一些必
須由其自身行使的權力，中央依法不干預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這四大原則自1997年以來，成功地在香

港落實，不但保障了香港人的權益，更向
國際社會展示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一國兩制」在港澳兩地成功地落實，

正好向台灣同胞展示出台灣未來應行的正
道——統一才是歷史的大勢。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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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新機遇抓緊新機遇 融入大灣區融入大灣區

港澳「一國兩制」展示統一大勢

■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周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資料圖片

■去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次創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

■「伊斯蘭國」正步向滅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