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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一方面在港打砸搶燒，一

方面對外唱衰香港，聲稱香港「警

暴問題嚴重」、「示威者人權受侵

害」等。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

前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年會上，向國際社會指出各種「沒

有發生的事」，包括過去7個多月

香港沒有大規模流血事件、解放軍

駐港部隊沒有出動制亂、香港沒有

宵禁、特區政府沒有禁止媒體採

訪。被問及想向示威者說什麼時，

林鄭月娥說希望暴力示威者珍惜香

港，「我們可以坐下來談，但請珍

惜香港，不要破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林鄭：盼暴衝者珍惜港勿破壞
過去7個多月無出解放軍無宵禁「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當地時間本月22日，林鄭月娥在瑞士達沃
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於公開對

談環節回應國際社會對香港近月情況的疑問。

港每年處理逾萬宗示威遊行
被問及為何特區政府不回應示威者所謂
「爭取民主」等訴求時，林鄭月娥首先指出，
香港每年處理逾萬宗示威遊行，大家都非常習
慣，亦對和平遊行沒有異議，但在過去幾個
月，那種不尊重不同意見而產生的高度暴力，
是大家過往前所未見、感到陌生的，「所以如
果簡化這些示威就是在爭取民主、繼續有自
由，可能是低估了實況。」
她續說，倘因這些示威者或暴動者想見到
政府作出指定的回應，政府就去作出政治回
應，對保障香港未來和公眾利益不是一個審慎
的做法。
林鄭月娥強調，每一個政治訴求都要按着
原則去考慮，包括有無違反「一國兩制」原
則、能否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有無違
反法治原則、有無破壞原有機制等。她舉例指
出，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止是示威
者的權利和自由，還有那些被滋擾和恐嚇的警
察家屬；而要求對過去7個多月的被捕者一概
特赦，「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一再藉修例風波於國際社會抹黑香
港，又稱香港受「一國兩制」保障的高度自

治、權利和自由受損，林鄭月娥表示，大家可
看看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沒有發生什麼事，「有
些人希望看到香港有大規模的街頭流血情況，
但並沒有發生；解放軍駐港部隊也沒有走上香
港街頭，除了那次駐軍出來義務清除地上磚塊
之外；香港沒有宵禁，我可以宣佈宵禁，但也
沒有；沒有禁止媒體採訪。」

遵守「一國兩制」自由權利受保障
她說，如果人人都遵守「一國兩制」，這
些權利和自由都會繼續受保障，而如果「一國
兩制」運作良好，「我們又為何要改變它？」
至於有說修例風波其實是想爭取「真正的
民主」，林鄭月娥指出，香港確有缺失的東
西，有人形容是「真正的民主」，但她會形容
是「符合憲制框架的民主」。她強調，香港不
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州，而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我們有基本法給我們獨立司法、自由，
也有一些保障符合憲制的措施。」
被問到有什麼想向示威者說時，林鄭月娥

說希望暴力示威者珍惜香港，「我們可以坐下
來談，但請珍惜香港，不要破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
界經濟論壇年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
裁、英國首相首席戰略顧問和多位來自財
金、保險和投資等不同領域的領袖會面，
向他們講解香港最新的社會情況和特區政
府的應對，並強調香港的優勢並沒有被近
月的社會事件削弱。
林鄭月娥於當地時間本月22日上午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陪同下，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會
面。林鄭月娥祝賀對方去年10月出任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一職，表示香港會與
該組織共同推動國際金融合作和維持金融
穩定。
她特別感謝該組織上月發表報告，肯定

香港具備穩健的政策框架和充裕的緩衝空
間以應對經濟挑戰及維持金融穩定。雙方
亦就今年環球經濟展望和地區面對的挑戰

交換意見。
下午，林鄭月娥和邱騰華與英國首相首

席戰略顧問Edward Lister會面。林鄭月
娥向對方講述香港的情況，並表示隨着英
國脫歐情況較為明朗，兩地政府可加快推
動兩地在金融及其他方面的雙邊合作。

盼不同領域領袖保持對港信心
林鄭月娥日間還與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

領袖分別會面，包括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理
事長佐佐木伸彥、保誠主席Paul Mandu-
ca、瑞士寶盛主席Romeo Lacher和首席
執行官 Philipp Rickenbacher，及 Vista
Equity Partners主席Robert Smith。林鄭
月娥就環球經濟格局、財金市場發展和金
融科技等領域與對方交換意見，並向他們
強調香港的優勢並沒有被近月的社會事件
削弱，希望他們保持對香港的信心。
晚上，林鄭月娥出席一個由香港企業舉

辦、以連繫大灣區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為主
題的活動，並在致辭中介紹香港在中央政
府大力支持下，如何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和加強與東盟國家的連繫。她和邱
騰華之後還出席了瑞士信貸集團為世界經
濟論壇年會嘉賓所設的晚宴。

邱騰華：港擁「一國兩制」優勢
同日，邱騰華在年會活動分別與多國政

商界領袖會面，包括菲律賓貿易和工業部
部長Ramon Lopez、印尼海事與投資統
籌部長Luhut Pandjaitan及澳洲財政部長
馬賽厄斯．科爾曼會面。
邱騰華指出，香港擁有「一國兩制」
的優勢、便利的營商環境以及優秀的專
業服務，可協助海外企業打入內地巿場
及把握「一帶一路」發展所帶來的機
遇。他期望香港與三地能促成更多交流
和商業協作。

港優勢無被社會事件削弱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
瑞士達沃斯
出席世界經
濟 論 壇 年
會。左起：
S. Iswaran、
林鄭月娥、
蔡志堅、溫
國輝。 ■行政長官與英國首相首席戰略顧問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
昨日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就
香港職專教育發展提出 18項建
議，涵蓋高等教育體制、中學推
廣、職業進階路徑等方面，包括
在學士程度發展「應用學位」，
較現有學術學位更注重應用能力
和職場學習，業界參與度亦更
高，同時收生也會放寬，除成績
外要考慮包括技能及工作經驗等
因素。
職專教育於香港人才培育扮演

重要角色，但與傳統學術課程相
比，往往被視為「次等」選擇。
教育局轄下經逾一年半的研

究，參考其他經濟體做法及公眾
諮詢意見，昨日向局長楊潤雄提
交最終檢討報告，羅列18項建議
推動本港職專教育的發展。

在高等教育體制部分，報告強
調要確立職專教育的價值和定
位，提出發展「應用學位」，提
供一條清晰明確的路徑，可明顯
與學術路徑區分，但同時確保兩
者於資歷、質素和認受性有相等
地位。
報告指，「應用學位」收生要

求應更靈活，應考慮成績以外的
技能成就和工作經驗，而內容應
結合理論和實踐，並提供大量實
習和職場學習機會，課程也要由
業界參與設計。

檢討入學門檻 考慮職業資歷
學科方面，外國同類應用學位

有包括工程、資訊科技、設計、
護理、醫療衛生等範疇，報告認
為香港可於選定範疇推先導計
劃，進一步探討相關運作細節。

高級文憑課程方面，報告認為
亦可強化其職專教育角色，包括
強調軟技能、工作態度和職業語
言能力的培訓，提供更多實習機
會，並檢討5科2級最低入學資
格，把其他職業資歷和經驗列入
考慮。
在中學階段，報告提出透過現

有應用學習課程及「商校合作計
劃」平台，並應進一步針對初中
生以及家長群體，加強推廣職專
教育。
在社會層面，報告建議應為在

職從業員建立職業進階路徑，政
府亦可成立常設的督導委員會統
籌職專整體教育推廣策略、推廣
成功實例、增加職專教育相關數
據和升學就業機會的透明度等，
政府亦應舉辦或支持大型職專教
育活動，以提升公眾的認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海關一艘淺水巡邏艇本周二（21
日）於機場以西2海里近沙洲對開
進行反走私行動期間，疑受撞擊
翻船造成3名關員殉職。死者多名
家屬昨晨到殮房認屍，至下午親
友及同袍等約60人，分乘海關船
及水警輪到現場進行海祭儀式，
各人神情哀傷。
昨晨8時許，數名親屬由海關人

員陪同，乘坐部門小巴到葵涌殮
房辦理認屍手續，逗留至約中午
黯然離開。至約下午3時，逾60
名親友及同袍齊集屯門大欖涌水
警基地，分乘3艘海關船及一艘水
警輪，齊到翻船現場海面拜祭。
4船相連並排在現場海面，道士

在水警輪甲板引領招魂法事，並

擺下香燭祭品，眾人陸續上香致
祭，場面哀傷，部分女親友更痛
哭流淚。
悲劇發生於本月21日晚，一艘
海關淺水巡邏艇進行反走私行
動，追截走私船至機場與沙洲之
間海面時，疑受撞擊至翻沉，艇
上5名關員全部墮海。其中，1女

2男關員被困艙內軚房遇溺，約40
分鐘後始由消防蛙人救出，惜送
院搶救不治，其餘2名關員清醒獲
救送院治理後已出院。
3名死者包括43歲女高級關員吳

詠敏、39歲署理高級關員黎志恒
及26歲關員黃焯梆，意外肇因仍
在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鼠年將至，市區的過
街老鼠可謂人見人憎，但原來香港還有不少居住在野
外的野生鼠種，其活動和覓食範圍與人類「井水不犯
河水」，是生態環境的組成部分。漁農自然護理署介
紹，本港共有9種鼠科動物，其中3種是市區種，其
餘為野生種，野鼠中數量最多的是本地品種針毛鼠和
印支林鼠，後者體型較大，身長達半米。
為增加對本港小型哺乳類動物的認識，漁護署從
2003年開始，每年在野外進行生態調查捕捉野生動
物，觀察採樣後再原地放生。調查發現，野鼠的活動
範圍遍及全港郊野公園、濕地及山區等，大嶼山最易
捕獲。香港共有6種野生鼠，分別是板齒鼠、針毛
鼠、田鼷鼠、印支林鼠、黃毛鼠和黃胸鼠。其中，針
毛鼠和印支林鼠都是本地物種，數量最多。
漁護署二級農林督查唐志斌介紹，捕捉野生鼠不能

使用市面上常見的捕鼠籠，通常用摺合式盒形捕獸
器—Sherman Trap，在內放置番薯和塗了花生醬的
油條作誘餌。近年，香港野鼠數量基本維持穩定，一
次放置80個捕獸器，約能捉到40隻、50隻，野鼠總
體健康狀況良好。
他續說，野鼠在夜間出沒，一般不會與人有交集，

但如市民在行山等情況見到，建議避開即可，毋須餵
飼或做其他處理。
漁護署自然護理主任（生物多樣性）徐詠之指出，

一般鼠科壽命在1年至3年，每胎可產5隻至14隻幼
崽，牠們適應力強，聽覺、嗅覺及觸覺都十分敏銳，
而且記憶力強，能學習和理解新事物，可以說是「非
常聰明」。外國曾有人利用老鼠進行炸彈探測，因為
老鼠體重輕，不會引爆。

郊園野鼠不用管
港物種長達半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消委會昨日公佈去
年共接獲4,615宗投訴，較前年下跌6%，為18年來的
新低，惟整體投訴個案下跌，是因為修例風波拖垮市
道，市民消費意慾大跌，投訴自然減少，但涉及醫
療、鐵路和酒店的投訴就大幅上升。

鐵路服務佔105宗
鐵路服務因暴力衝擊及設施遭破壞，在去年下半年
不時停駛或提早收車，導致鐵路服務投訴大幅上升3
倍至105宗。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昨日指出，涉及鐵
路的投訴主要是持有月票者，因鐵路服務停駛或提早
收車而未能使用月票，引發投訴。
去年預訂酒店的投訴上升28%至542宗，主因是不

少已預訂房間的旅客，因為暴力衝擊持續而取消香港

行程，但在取消酒店訂房時遇到困難。
黃鳳嫺表示，基於酒店的政策，有旅客只獲一半退

款，也有旅客被沒收訂金。
去年還有2,180宗涉及店舖結業的投訴，按年升

203%，除了因假HPV疫苗觸發的診所結業個案外，
還有不少本地商店結業引發的糾紛。
醫療服務的投訴去年錄得3,104宗，較前年上升

26%，成為最多投訴的類別。
消委會解釋，主因是內地來港注射子宮頸癌疫苗的

人數不斷上升，已付款的內地消費者因未能完成打針
而引發投訴，去年疫苗供不應求情況加劇，有醫療中
心求財心切，以水貨疫苗甚至假疫苗濫竽充數，被揭
發後而引致近3,000 宗投訴，佔整體醫療服務投訴的
90%。

3關員殉職海祭 家屬同袍哀傷

■海關昨
替 3 名殉
職關員進
行海祭。

■楊潤雄（左五）提交檢討報告。圖示他們與專責小組成員合照。

■田鼷鼠。 漁護署供圖■印支林鼠。 漁護署供圖

■板齒鼠。 漁護署供圖 ■針毛鼠。 漁護署供圖

■左起：徐詠之、唐志斌向新聞界介紹香港野生鼠類的
生態和種類。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黑暴打擊消費 消委去年接投訴18年新低 推廣職專小組提18招 倡發展「應用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