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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

前在瑞士達沃斯接受外媒採訪

時，向全球的投資者保證，香港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根基仍然穩

定，特區政府有信心可以克服當

前的困難，並對穆迪調低香港主

權信貸評級、聲稱香港體制和治

理能力薄弱感到非常失望，並形

容持續社會動盪的其中一個原

因，可能因為有人未能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她強調，中央政

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不希望「一

國兩制」改變，而無論遇到什麼

困難，自己會堅守崗位，全力以

赴、止暴制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特首：港根基穩定 有信心克難
指或有人未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會堅守崗位止暴制亂

林鄭晤李顯龍：堅持「三原則」保港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農曆新年前夕，天大實
業（中國）有限公司與其全資子公司雲南
普洱茶產業發展有限公司（雲普發公司）
日前在天大集團深圳總部舉辦了一場別開
生面的「新春茶會」，以茗香約，共賀新
春。
世界茶文化協會名譽會長、著名普洱茶
收藏家何作如，中國茶文化大使鮑麗麗，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深
圳報業集團社長陳寅，藝術香港總策劃劉
偉忠，汕頭潮州菜研究會會長、著名美食
家張新民，廣東省馬會會長陳澤嘉，上海
市廣東商會常務副會長陳遠騰，天大集團
董事長、雲普發創始人方文權，以及來自
全國各地的雲普發合作夥伴、普洱茶業界
人士近50人出席茶會。
由雲普發公司匠心打造的「中國夢．香
約 2049」系列第二款產品「雲普發
21193」在新春茶會上正式亮相，這款產

品由普洱茶大師何作如及其團隊研製而
成。
何作如在現場主題分享時強調，挑選真

正的普洱好茶，要把握好三個方面，一是
源頭古樹純料品質，二是普洱茶傳統製作
工藝，三是存儲方式和條件。
他續說，雲普發產品上市時間不長，不

過市場反應熱烈，深受客戶追捧，皆因雲

普發做到了上述三點；「雲普21193」亦
以品質上乘，獲嘉賓們讚不絕口。
此次新春茶會還安排了拍賣環節，共拍

賣出6款產品，可謂高潮迭起，精彩紛
呈。何作如還特地帶來多年珍藏的號級
茶、印級茶「一條龍」，並慷慨地展示給
大家分享，還深入淺出地和大家講解，令
眾嘉賓大飽眼福、讚歎不已。

把握三招選好茶 雲普發茶會賀新春

■雲南普洱茶產業發展有限公司日前舉辦「新春茶會」，以茗香約，共賀新春。

正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
會的林鄭月娥，在接受彭博新聞訪

問中談到修例風波時表示，特區政府修
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為了填補法
律漏洞，但自己錯判形勢，要為此負上
全責。

「在風波中辭職很不負責任」
她直言，在風波中辭職並非難事，但
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負責任的行政長
官應繼續堅守崗位，盡最大努力恢復香港
的法治與秩序。今年是自己為香港服務的
第四十年，她將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林鄭月娥並反駁有人聲稱中央藉是次
修例風波而收緊對香港管治的說法，並
透露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月與她三次會
面，均當面保證不會因為香港的示威活
動而收緊對香港的管治，且中央政府更
一再明確地說希望香港能成功實施「一
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針對泛暴派的所謂「五大訴求」，包

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特赦」被捕
者，她表示，處理修例風波的重要原則之
一，就是要維護香港的制度優勢和法治：
監警會是獨立的法定機構，並已開展針對
風波的調查，必須維持行之有效的機制；
許多被捕者涉嫌縱火等嚴重罪行，故不認
同所謂「特赦」。

多月動盪證港體制有韌性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在沒有駐港
解放軍協助的情況下處理衝擊事件，情況

並未「失控」，並向全球投資者保證，雖
然香港經歷激烈的示威，但香港這個亞洲
金融中心局勢仍保持穩定。
林鄭月娥在接受美國財經頻道CNBC

訪問時則表示，對評級機構穆迪調低香港
主權信貸評級感到非常失望，但更失望的
是，穆迪稱香港的體制及治理能力薄弱。
事實上，香港7個月來的社會動盪，證明
了香港的體制及治理具有韌性。

批美通過人權法案無必要
她並批評，美國國會通過的所謂「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毫無必要，香港的單
獨關稅區地位也不是外部提供的，而是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讓香港可以自
己進行多邊或雙邊的安排。
林鄭月娥分析，持續社會動盪的其中

一個原因，可能因為有人未能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憂慮「一國兩制」未能在香
港準確落實有關。
她續說，「一國兩制」不是一句口

號，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一體化並不意味
「一國兩制」的瓦解，中央政府和香港都
不希望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被改
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日前率團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
會。會議期間，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陪同下，林鄭月娥先後與新加坡總
理李顯龍和盧森堡首相貝特爾會面。她重
申香港的根基依然穩固，有信心香港可以
克服當前困難，並強調特區政府會一直堅
持三個原則，分別是堅守「一國兩制」方
針、維護基本法及尊重和維護法治，以保
護香港的制度優勢。
林鄭月娥率領的特區訪問團抵達瑞士達

沃斯，先後出席了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的演
說環節，並與李顯龍、貝特爾會面。她跟
李顯龍會面時提到，香港與東盟簽署的
《自由貿易協定》已於去年6月生效，期
望在東盟多國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完成談判後，香港能與新加坡就尋求
加入該協定展開磋商。
林鄭月娥與貝特爾會面時表示，十分高

興盧森堡於去年3月與中國簽署了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並邀請盧

森堡的企業代表參與今年9月在香港舉行
的第五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與
香港及各國政商界翹楚共拓商機，及出席
明年的十四屆亞洲金融論壇，以共拓兩地
在金融領域的合作空間。
林鄭月娥並應邀出席了有關擴展亞洲科

技領導地位的環節。她帶領小組討論時指
出，香港有5所大學位列全球百大，科研
人才輩出，在創科發展極具潛力，而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又可為創科發展提供源
源不絕的資金。
為促進進一步發展，她表示，自上任後
已在創科領域投放了約1,000億港元，包括
在香港科學園建立兩個分別聚焦醫療科技
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的國際創新平
台，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並於粵港澳
大灣區佔一重要位置。

感謝中央挺港成離岸人幣樞紐
林鄭月娥並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席方星海會面。她感謝中央政府及中

證監一直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和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她表示，儘管香港在過去7個月出現社

會動盪，但金融業保持穩定，並於證券和
債券市場方面取得良好進展。隨着國家持
續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加上國際大型指
數相繼納入人民幣資產，香港資本市場將
可發揮更大作用和作出更多貢獻。

▲林鄭月娥日前分別接受彭博新聞（左圖）及美國財經頻道CNBC（右圖）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關利用
大數據調查「老翻」集團，本周一（20日）
首次破獲一個以網上代購名義作掩飾，實際
售賣冒牌物品的冒牌貨集團，行動中檢獲約
1,100件懷疑冒牌手袋、衣服、背囊和女裝
鞋等，市值約110萬元，5名涉案男女包括
主腦被捕。海關正設法追查該批冒牌貨的來
源，以及被騙人數和金額。

以家庭式經營 較正貨平一半
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指揮官
王誌賢表示，早前接獲舉報，指有人在網
上利用代購商名涉嫌售賣冒牌物品，遂利
用大數據系統進行分析及跟進調查，鎖定
多個社交平台賬戶跟該犯罪集團有關，調
查更發現該集團是以家庭模式經營。
王誌賢指出，涉案集團運作非常小心，
全程不會露面交易，他們會由家庭成員在
網絡社交平台開設多個賬戶，聲稱可以
「超筍價」代購外國名牌貨品，以及透過
網上推廣吸引客戶購物，惟實際售賣的是
冒牌物品，售價較正貨便宜約一半，介乎
1,000元至4,000元不等。

當買家透過網
絡平台與涉案集
團聯絡，確定所
要的貨品款式
後，會被要求經
集團提供的銀行
賬戶入數。該集
團同樣會預先開
設多個不同的銀
行賬戶用作收取
犯罪得益，並把
購買的冒牌物品
先在儲存中心進行再包裝，才經速遞公司
送到買家手上，以逃避執法部門追查。
王誌賢指出，該涉案集團在網絡社交平

台使用不同賬戶，但用語、相片、價錢或
聯絡方式都極為相似，海關人員憑藉上述
蛛絲馬跡鎖定相關涉案賬戶，並通過喬裝
顧客進行網上試買搜證，在時機成熟後，
於本周一（20日）採取「放蛇」行動，成
功搗破該個專賣冒牌貨集團位於葵涌的住
處及包裝中心，合共拘捕1男4女（23歲
至56歲），包括集團主腦，所有被捕者現

正保釋候查。
海關提醒消費者應該光顧信譽良好的店

舖及網站，如對貨品真偽有懷疑，應先向
有關商標持有人或其代理商查詢。市民可
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
專用舉報罪案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
toms.gov.hk）舉報懷疑侵權活動。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銷售或
為售賣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
5年。

海關首破老翻代購集團拘5男女

■海關首次偵破冒牌貨集團利用網上代購以掩飾售賣懷疑冒牌物品
的案件，檢獲市值約110萬元冒牌貨。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跨部門防治蟲
鼠督導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制定
今年的工作計劃及目標。政府會加
強預防鼠患及因應國際專家意見深
化滅鼠工作，食環署表示，正籌備
以熱能探測攝錄機，配以人工智能
分析，評估滅鼠工作成效。
特區政府三個決策局、20個政府
部門及1個機構的代表出席了昨日的
督導委員會會議。
據公佈，督導委員會期望今年有

關鼠患投訴的數字比去年減少，捕
獲老鼠及堵塞鼠洞的數目則增加；
房委會繼續訂立重點屋邨，以推行
額外措施；路政署按實際需要及情
況完成約100項改善工程；食環署在
防治鼠患工作上廣泛應用量化數
據。
在監察老鼠活動方面，經初步測

試後，顯示熱能探測攝錄機配以人
工智能分析能有效監察老鼠活動，
食環署會將基線研究擴展至全港各
區，以代替現時以鼠餌被老鼠咬嚙
的百分比計算而只能顯示問題廣泛
性的鼠患參考指數。
食環署參考了早前在荔灣街市、

鴨脷洲街市及錦田街市密集式滅鼠
的經驗，及國際鼠患專家的意見，
決定調整行動模式，下月將在額外3
個公眾街市進行新一輪的滅鼠行
動。食環署將於6月檢視行動的成
效，並把有效模式推展至其他街

市。
在滅蚊工作方面，政府會繼續加

強預防、加強協作及加強監察。今
年的目標包括繼續防範本地登革熱
個案，進一步降低指數（分別是指
數兩個月或以上超過20%警戒水平
的地區不多於兩個，另外沒有地區
的指數超過40%），及在今年量化
成蚊數量。
食環署希望，透過發佈成蚊密度

數據，改善現時指數只可以反映白
紋伊蚊分佈的局限，成蚊密度數據
可更有效反映滅蚊工作成效及協助
各部門制訂更具針對性的滅蚊工
作。

3月全港置5000新誘蚊產卵器
為此，食環署在去年6月至11月

試用經改良設計的誘蚊產卵器後，
已敲定其設計，並會於今年3月在全
港放置約5,000個新設計誘蚊產卵器
取代現時的誘蚊產卵器。
因應去年自9月起各部門試用一款

新捕蚊器的滅蚊成效顯著，各部門
會更廣泛使用該捕蚊器，在今年3月
前在各自管轄範圍內放置約2,700個
新捕蚊器，以期可有效在雨季來臨
前防止蚊子滋生。
各部門亦會在雨季來臨前延續去

年的全城防蚊及滅蚊行動模式，及
早清理蚊子滋生地，並同步啟動霧
化工作至雨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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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強調，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她都會堅守崗位，全力以赴止暴制亂。圖為日前泛
暴派於中區舉行所謂「天下制裁集會」最終變成暴亂，防暴警拘捕黑衣暴徒。 資料圖片

■政府跨部門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制定本年度的防治蟲鼠工作計劃及
目標。

■林鄭月娥與李顯龍（右）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