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業界達共識 今起銷毀6000豬
將以市價賠償商販 日後商討如何調節銷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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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個充滿奮鬥精神的城市

來港工作生活已十多年，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概
況香港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我一定會說，香港是
一個充滿奮鬥精神的城市。

沒有來港前，記得某篇新聞報道說，香港是世界
各大城市街頭行人步速最快的城市之一。每當在電
視新聞畫面中看到香港街頭步履匆匆、如潮水一般
的市民，總覺得那種奮發向上、努力拚搏的精神要
透過屏幕向你奔湧而來。來港後，每次乘坐巴士或
電車停在紅燈前，轉了綠燈的行人道上用萬馬奔騰
來形容也不為過。站在維港邊上，兩岸寫字樓裡白
領們忙碌的身影和通宵工地上建築工人揮汗如雨的
身影，同樣洋溢奮鬥不息的精神。這些繁忙的場景
和璀璨的燈火交相輝映，令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更加

璀璨明亮。
香港這個城市開埠之初只是一

個小漁村，

幾經風雨動盪，終於從上世紀中葉開始，以承接內
地南下的資金、人才、技術和勞動力為基礎，把握
天時、發揮地利、創造人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
了發展騰飛。特別是祖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後，廣大
香港同胞更是勇立潮頭，積極參與祖國內地的經濟
社會建設，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讓香港這顆明
珠更加奪目，先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更成
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在這一歷史進程
中，無數香港同胞始終秉持奮鬥精神，克服創業的
種種困難，創造了一個個奇跡，無數家庭過上幸福
生活，各個階層湧現出大量傑出人士。商界的霍英
東、曾憲梓、李嘉誠，娛樂界的邵逸夫，演藝界的
周潤發、成龍、劉德華……都是不斷努力奮鬥終獲
成功的傑出典範，類似的人士數不勝數。

更讓人備受鼓舞和深受感染的，是香港這個城市
中一個個鮮活的、生活在你我身邊的人。去年在香
港和內地網絡上爆紅的「港版羅拉」朱芊佩就是個
典型例子。纖細、柔弱這類形容女性的辭彙與她根
本就不沾邊，無論工作多艱苦、生活多艱難，她都
從不停步，即使爆紅之後仍然堅守自己的初衷與選

擇，踏實、勤懇工作、生活，用不懈的拚搏與無悔
的奮鬥回應各種聲音甚至質疑。

除了經由媒體報道，讓人耳熟能詳的知名人士，
還有很多基層市民，即使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們的名
字，但他們的奮鬥精神依然令人敬佩。記得某個深
夜，城巴5B的尾班車沒趕上，我和同事上了一部
的士。師傅已經年過七旬。他很健談，話語間總不
經意流露出一種自豪感。「年輕人，剛剛加完班？
不錯啊，有點我當年的樣子。我年輕的時候，我們
夫妻二人一天打三四份工，只睡三四個小時，沒辦
法啊，有5個子女要供書教學，幾位老人要贍養，
還要供樓……我都沒怎麼休息，即使經歷幾次股
災，都頂住了。子女們早就成家立業了，個個都勸
我退休，我覺得我身體還不錯，肯定要繼續工作、
繼續奮鬥啊，你看現在不分白天黑夜推着平板車穿
過大街小巷回收廢舊物資的人，很多都是六七十歲
甚至七八十歲的長者啦！」每每回想起來，覺得這
位師傅的話是多麼鏗鏘有力！

奮鬥是艱辛的，但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幸福。習
總書記說，幸福是奮鬥出來的，只有奮鬥的人生

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不懈奮鬥的獅子山精神是
香港精神的最佳寫照，憑着這股精神，拋棄無謂
紛爭，堅定不移前行，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積極
投身國家發展大局，相信廣大香港同胞定能在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進程中共擔責任、
共享榮光！

九龍工作部 吳冰

■市民步履匆匆。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從孩子呱呱落地至
養育成人，父母需付
出大量心力和資源，
如果孩子有特殊需要
或身體殘障，父母面

對的壓力就更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日撰寫網誌，表示要趁母親節特
別向這些家長致敬，指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將於新學年增至7,000個，並會加強社
區支援服務，包括將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增至19間，當中7間新中心預計於明年
第一季成立，以紓緩照顧壓力。

學前康復名額將增至7000個
羅致光表示，政府明白家長的壓力，
近年已大幅增撥資源推行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讓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可盡早在
校內獲得所需訓練。而有關服務已恒常
化，服務名額在 2019/20 學年將增至
7,000個。政府會緊貼服務需求的變化與
發展，探討未來方向。
為加強對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社區
支援服務，並同時減輕其家人的壓力，
羅致光指，政府於2018年至2019年至
2021年至2022年度期間，將逐步增加中
心的數目，包括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由16間增至21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由3間增至5間；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由
6間增至19間。
他表示，其中6間新增的家長／親屬

資源中心已於今年3月投入服務，現時
中心數目已增至12間。餘下7間新中心

預計於明年第一季成立，讓有需要的家
長及親屬/照顧者，可在中心職員的協助
下，認識如何照顧有殘疾或成長困難的
家屬，交流經驗及互相支持。
他提到，特殊需要兒童表面上與其他

孩子無異，但行為卻容易引起旁人因誤
解而作出種種苛責，令家長承受額外的
壓力，特別是當這些孩子已經長大成
人，但心智追不上，更惹人誤解，故認
為在這方面的公眾教育還需加強。

羅致光：自閉支援中心增至5間
他指，社署於2016年4月開展為期30個

月的「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照
顧者先導計劃」。由於計劃效果正面，政
府已於去年10月在計劃完成時把服務常規

化，並已成立3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為應付居住於不同區域自閉症人士的

服務需求，政府於2019年至2020年度，
計劃把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進一步由3
間增設至5間，分佈在全港5個區域。政
府亦會透過增加各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的人手，加強對高能力自閉症青年、其
家長/照顧者、照顧自閉症人士的機構的
專業支援，並提升服務質素。
他又指，幼兒照顧亦是很多母親最關

心的議題，除早年政府承諾增加的10間
幼兒中心，會由今年起在未來數年間陸
續啟用，政府亦希望向立法會申請200
億元撥款，購買現時短缺的福利服務處
所，當中也包括額外的幼兒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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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讓學
生更具備解決難題及持續創新的能力，
是應對未來社會及經濟發展最需要具備
的元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
誌指出，「攜手扶弱基金」至今已推出
5輪申請，批出近1.8億元，資助基層
家庭中小學生參加文化、藝術、體育及
科技的訓練及交流，擴闊他們的生活體
驗，並發展潛能，已惠及逾10萬名中
小學生。
陳茂波表示，創新科技對傳統經濟模
式帶來新挑戰、新機遇，社會對人才和
技能的需求也不斷轉變。
讓學生按興趣發展，他們自發的熱誠及

毅力，將讓他們更具備解決難題及持續創
新的能力，這正是應對未來社會和經濟發
展最需要具備的元素。
他指出，政府近年積極投入大量資源，

推出多項不同資助計劃和獎學金，其目標
着重發掘年青人不同的志向和能力，幫助
他們作多元發展及拓闊視野。
他舉例說，「攜手扶弱基金」於4年前設

立專款，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
餘學習及支援項目，資助他們參加文化、
藝術、體育及科技的訓練及交流、領袖訓
練、技能訓練等。專款至今已推出5輪申
請，批出近1.8億元，以推行約240個課餘
學習及支援項目。
連同商業機構的捐贈，整體資助總額達
3.6億元，惠及逾10萬名中小學生。

財爺：增資源優化青少年發展
他又指，曾於2018年至19年度，增撥資

源優化「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為
有需要兒童和青少年所提供的「現金援
助」，上限由每年 1,500 元提升至 2,000
元，名額由6,000個增至1萬個，資助他們
學習社交技巧、參與領袖訓練，以至到外
地交流等。
獎學金方面，陳茂波說，已於去年宣佈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注資8
億元，鼓勵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領域上追
求卓越。獎學基金除鼓勵學術成績優異者
外，亦同時設有「才藝發展獎學金」及
「外展體驗獎」，表揚在非學術領域取得
成就或嶄露才華的學生。於2019/20學年，
這兩獎合共有獎學基金頒發的獎學金及獎
項有約5,800個。
他表示，為更切合資優學生的興趣與需
要，去年已向「資優教育基金」注資8億
元，支持不同持份者為資優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校外學習課程，包括一些傳統課堂難
以涉獵的課程，例如航空學、機械人學
等，讓有天分同學及早發展所長。

「扶弱基金」批出1.8億 惠逾10萬中小生

特區政府因應上水屠房一個內地豬樣本驗
出非洲豬瘟病毒，決定銷毀屠房內全部
6,000頭豬隻，引起豬肉商販不滿。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晨表示，理解商販的憂
慮，但愈遲做愈可能令市民失去信心，對行
業並非好事，期望盡快清洗屠房並於一星期
後重開，重新入口活豬，政府會以市價向商
販作出賠償。
陳肇始昨晨出席電台節目表示，銷毀豬隻

符合國際做法及科學，亦是預防非洲豬瘟演
變成風土病的最佳措施，因非洲豬瘟病毒很
頑強，潛伏期長達19日，屠房內可能還留
有病毒，若不立即撲殺其內豬隻、盡快清洗
及消毒屠房，日後新進口的豬隻亦可能受感
染。她強調，雖然病豬沒有食用問題，亦不
會傳人，但要防止病毒在香港爆發。
她並表示，在法例下，上水屠房已被劃為

疫區，阻撓銷毀豬隻是違法行為，不希望有
人觸犯，也希望商販盡快配合政府的防疫工
作，因為此舉不單符合市民的期望及利益，
對業界恢復整個行業的盡快正常運作也有最
大利益。
她表示，政府會按市價賠償予豬肉商，但

政府有內部原則，會與對方商討相關問題。
她又指，基於衛生及國際標準做法等考慮，
下次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時，政府不能承諾放
棄銷毀全數豬隻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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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晚在
會後表示，在完成銷毀豬隻後，

會與業界商討，日後若再有屠房出現
非洲豬瘟，如何可以調節銷毀豬隻的
範圍，現時仍未訂出細節，他又強調
今次銷毀上水屠房所有活豬是因為不
想非洲豬瘟成為風土病。

短期內活豬供應有影響
至於賠償問題，他表示，會按既定
機制，以市價賠償受影響的商販，細

節方面會再與他們商討。
對於今天仍未有活豬恢復供應，被

問到荃灣屠房何時可供應活豬，以及
有多少供應量，徐德義表示，會盡快
向荃灣屠房取資料和協調，並向國家
海關總署表達可以接收內地供港活
豬，以恢復豬肉供應，短期內活豬供
應會有一定影響，但相信上水屠房可
在7日後恢復運作，難關好易渡過。
食環署助理署長霍炳林則指，今早
署方會在上水屠房與業界確認豬隻數
目，並開始撲殺，包好後運往堆填
區，屠房隨後會開始清洗消毒。

銷毀全部豬隻 對業界很大打擊
鮮肉大聯盟理事凌偉業在會後指

出，上水屠房內的豬隻已存放4日，在
考慮食用安全、業界生意等因素，同
意當局處理有關豬隻。他重申，業界
關注日後若再出現同樣情況，政府會
否「一刀切」銷毀豬隻。他指出，本
港有九成半的豬隻是由內地進口，若
每次出現有關情況都銷毀全部豬隻，
對業界的打擊會很大。 他說，政府承
諾短期內提出方案，所以業界亦釋出
善意決定讓步。
上水屠房一個內地豬隻樣本日前被

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政府大為緊張決

定銷毀上水屠房內6,000隻活豬，活豬
業界連日在屠房通宵留守，昨早約有
300名從事售賣豬隻行業人士在屠房
外，並將6隻裝在手推車的生豬擺放在
屠房戶外位置，以證明豬隻非常健
康，他們亦在屠房入口停泊兩輛貨
車，阻止其他車輛進出。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表

明，6,000頭活豬是合法購入，指豬隻

不但是業界財產，業界不少從業員都
是日薪工作，手停口停，要求政府日
後處理同類事件時，應只屠宰有關批
次，而非全部。
許偉堅於昨日下午4時半連同10多
名同業到政府總部與政府官員開會，
政府與業界代表開會歷時約三句鐘
後，雙方終達成三項共識，和平解決
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非洲豬瘟首襲香港，特區政府

決定關閉驗出有病毒樣本的上

水屠房，並準備銷毀場內6,000

隻活豬。此舉引起活豬批發

商、運輸業界人士等不滿，他

們連日在屠房外留守抗議，指

政府撲殺豬隻影響業界生計，

並聲言會有激烈行動。食物及

衛生局昨日傍晚與活豬業界會

面後，雙方達成三點共識，包

括同意今日起銷毀上水屠房

6,000隻豬，預料7日內完成，

但今天仍未有活豬可供應。業

界人士表示，今次業界讓步，

是因為局方釋出善意，他們是

為大局着想，並重申不是因為

銷毀6,000隻豬的問題，而是今

次事件將影響業界未來發展及

生存。

■羅致光(左)
訪香港基督
教服務處摩
理臣山兒童
發展中心。

網誌圖片

■陳茂波（右二）鼓勵同學們繼續追尋理想。
網誌圖片

■業界將6隻活豬擺放在屠房戶外位置，以示豬隻非常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