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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於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

要講話，在香港社會引起熱烈迴響，各界熱議香港如何抓緊國家發展機

遇。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強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並不是要把香港「內地化」、「邊緣化」，而是讓香港繼續發揮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他續說，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一條就業和

事業發展的新跑道，鼓勵年輕人親身了解國家發展及箇中契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灣區成港青事業新跑道
張建宗勉年輕人入灣識國情 融入大局續顯「一國兩制」優勢

攬炒派乞美「制中」政法界：涉違國安法應跟進

張建宗昨日於網誌中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無論在人口、經濟規模和資源方面

均具雄厚實力，是一個獨特多元的經濟
體，可望於不久的未來，超越紐約灣區和
東京灣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灣區。
他強調，香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要肩
負新重任和新使命，與時俱進，憑藉「一
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積極抓緊機遇，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深互補不足 互惠共贏
張建宗指出，香港與深圳各有優勢，可
以互補不足，互惠共贏，「港深經濟互動
是兩地經濟繁榮的重要推動力量，香港與
深圳『強強聯手』，深化港深合作，共同

打造『雙城經濟』，攜手推進大灣區發
展。」
特區政府過去推出了不少政策協助年輕

人認識國家和融入國家發展，包括青年發
展委員會持續優化和擴大各項內地青年實
習、創業及交流計劃，以及故宮博物院、
中國科學院、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等一級的文化和科研機構合作舉辦「內地
專題實習計劃」等。

「青發基金」逾億元助青年入灣創業
為進一步協助香港青年創業者發掘大灣

區發展帶來的機會，「青年發展基金」將
撥出逾億元，資助十多個非政府機構舉辦
青年創業計劃，為約200個青年創業團隊

提供資本資助，並為超過4,000名青年提
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和孵化服務，讓他們
在大灣區這個重要的創新創業平台一展才
華。
特區政府還將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聯盟」，邀請粵港兩地機構包
括具實力及有往績支持的雙創基地、大
學、非政府機構、科研單位、專業團體、
創投基金等加入聯盟，攜手建立一站式資
訊、宣傳及交流平台，以支持在大灣區創
業的香港青年。
張建宗強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並不是要將香港「內地化」、「邊緣
化」，而是讓香港繼續發揮「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並認為香港青年精通兩文三
語、通曉中西文化，擁有寬廣的國際視
野，在大灣區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他表示，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一條就

業和事業發展的新跑道，以及多一個選
擇，「我鼓勵年輕人親身了解國家發展及
箇中契機，時刻保持開放包容和良性競爭
的心態，努力提升自身實力，自我增值和
豐富成長的歷程，發揮所長，好好利用大
灣區這個廣闊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一再乞求
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和內地官員。目前被香港警方
通緝、身處英國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
傑及「港獨」分子、前「學生動源」成員劉康日
前去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對方「關注」被
深圳執法部門扣押的12名香港逃犯，及制裁更多
中國官員。政法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有關人等的行為已涉嫌叛國，違反了
國家的國安法，香港執法部門應該積極跟進。
鄭文傑及劉康等發公開信予蓬佩奧，在毫無證據
下指稱內地有關執法部門對十二名香港逃犯「嚴刑

拷問」，乞求美國政府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以「挽救」在正被拘留的「12逃犯」，要令中國為
「侵犯人權」付出沉重代價云云。

陳勇批兩人行為如「漢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

鄭劉二人公然要求美國撐逃犯、「制裁」國家的
官員，其行為明顯是漢奸所為，更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
他直言，現在已非「鴉片戰爭年代」，外國勢

力不可能再任意欺負中國，希望執法部門嚴正執

法，發出全球通緝令，緝拿這些賣國賊，要他們
為自己的行為付上法律代價。

何俊賢：兩人屬「兩重違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鄭劉二人涉違
反香港國安法，已於今年7月底被特區政府通緝，
目前正潛藏英國。為撈取政治資本，他們借「12
逃犯」一事憑空想像、胡亂炒作，高調乞求美國
「制裁」內地官員，以符合外國勢力打擊中國的
劇本。有關行為不但違反香港國安法，更違反了
國家的國安法，屬兩重違法，執法部門應採取適

當行動。

馬恩國：公開信內容含挑釁性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認為，兩人已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雖然兩人身處外國，不過，依照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七條，就算在特區以外的犯
罪，香港國安法同樣適用。
他批評，有關公開信內容充滿挑釁性，在目前

中國內地與美國的緊張形勢下，以煽動手法企圖
在政治層面傷害人民福祉，完全是叛國賊所為。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
日表示，目前有近9萬名65歲
或以上的香港長者，過去一年
有超過6個月逗留在廣東省生
活，特區政府將探討如何安排

現於大灣區居住的港人在當地退休，為這些港
人長者於灣區內提供安老服務。
羅致光於網誌撰文表示，由於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特別是交通愈趨方便和快捷，一個小
時已可到達灣區不同地方，甚至由香港巿中心
到廣州的時間，與港島香港仔到元朗相若，故
未來有多少港人退休時選擇在其他灣區城巿生
活，現仍是未知之數，不過，目前已有不少本

港居民在灣區經常生活。他們可如何選擇「在
粵」退休生活，及到「高高齡」時接受長期照
顧服務而無須回港，是政府需探討的工作。

近9萬長者常於廣東生活
他引述統計處資料表示，去年中估計約有

53.8萬名香港永久居民經常在廣東省生活，其
中16.5%即約8.9萬人為65歲或以上長者。根據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資料，截至今年5月，
已有超過23萬名本港居民申請了居住證。在內
地居住或長期逗留的港人，83.8%居於廣東
省，要探討近9萬名65歲或以上常居於灣區的
港人長者，日後有長遠照顧需要時如何可留在

當地接受服務。
他續說，深圳是灣區內最多港人經常生活的

城巿，或許可先從深圳開始。當地有香港大學
管理的醫院，而香港特區政府2014年起亦透過
買位計劃，在香港復康會在深圳鹽田營辦的頤
康院為有長期照顧需要本港長者提供服務，目
前有145名港人長者入住。
羅致光指出，本港安老服務未來數十年間面

對設施、人手，以及財務挑戰，故在考慮現已
「在粵」的港人如何於日後有長遠照顧需要時
留粵生活的同時，還應考慮如何建立條件，讓
會考慮「回粵」養老的香港永久居民，有一個
真正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研灣區安老 助老友「回粵」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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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署「智管網」年測400滲漏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昨日表示，香港供水管網
由總長度逾8,000公里的
水管組成，大部分埋在地
下，而本港山丘地形導致
供水水壓較其他城市高，
加上道路交通及工程頻
繁，增加水管爆裂或滲漏
的風險。水務署會應用不
同技術處理水管滲漏，如
現正逐步建立的「智管
網」，可持續監測管網運
作，及早發現滲漏以適時
跟進和維修。
黃偉綸昨日在其網誌中

引述水務署高級工程師（漏損管理）張鈞碩
介紹，「智管網」把食水分配管網分成多個
獨立監測區域，利用高科技監測和感應設
備，收集水流量、水壓等數據，再利用電腦
分析，持續監察供水管網有否滲漏。按計
劃，全港食水分配管網會分成約2,400個監
測區域，現已建立超過1,300個，預期餘下
的監測區域將於2024年完成。
水務署去年透過「智管網」，已偵測到

約400個食水管滲漏點，包括個別大型隱蔽
的水管滲漏，並已跟進及完成維修，有效減
少用水流失。

張鈞碩表示，配合「智管網」未來的發展，
水務署會引入更多先進的測漏技術，如利用
內置測漏裝置的球型浮水儀器，沿水流方向
於水管內對漏水位置定位，新技術的準確性
及靈敏度較傳統方法高，配合「智管網」監察
裝置，有助進一步降低供水管網滲漏情況。
另外，一些屋苑私人地下公用喉管因老

化而可能出現滲漏，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前會長譚國榮表示，「智管網」加上水務署一
系列措施，成功協助業主及早察覺有關情
況，水務署並提供技術支援，協助物管公司
跟進。

■水務署分析「智管網」收集的水流量等數據，監察供水管網有
否出現滲漏。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出席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
重要講話，在香港社會持續引發熱
烈迴響。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深圳在大灣
區發展等表現很好，不過，香港擁
有金融基礎和體系的優勢，雙方應
該在大灣區發展上加強合作。
譚耀宗表示，在過去的40年，
深圳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多個方面
都有很好的發展。與此同時，香港
仍擁有一定的優勢及特點，包括很
好的金融系統及基礎，是目前深圳
仍未能替代的。
習近平主席於慶祝大會上高度評

價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有人聲稱
這反映中央有意「放棄香港」「以
深圳代替香港」，譚耀宗認為，習
近平主席在講話中主要是總結深圳
經濟特區發展的經驗，及指出未來
的發展方向，並希望香港與深圳能
夠相輔相成，以加強大灣區各省市
間的合作。

強調「中央不會放棄香港」
他強調，中央一定不會放棄香

港，亦無意將香港「邊緣化」，
不會以深圳代替香港，在「一國
兩制」下，中央對香港仍然關
愛。

被問及有報道指，特首林鄭月娥未能於本
月底上京與中央各部委商討惠港政策，譚耀
宗表示，不應覺得中央有意「矮化」香港。
中央將舉行重要的會議，令中央的相關官員
未能與特首會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續說，每次的中央全會（中國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都會帶來重要的信息，
「若國家有重要會議，我們留意一下未來發
展的方向，才再定自己具體規劃或調整一下
我們自己的規劃，這都是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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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資助探訪長者活動，主要
經費竟然用咗喺義工茶點同義工嘉
許禮度？由攬炒派把持嘅大埔區議
會，日前向一個叫「埔友社」嘅團
體批出撥款，資助佢哋嘅探訪區內
長者活動，但睇返佢哋嘅預算支
出，派畀長者嘅「禮物包」加傳單
只係預700蚊，但班義工茶點就預
咗5,000幾蚊，仲諗住用超過1.6萬
去搞義工嘉許禮。咁搞法，似係
「義工同樂日」多過探長者喎。
大埔前區議會主席黃碧嬌（嬌
姐）一直有監察議會情況。佢前日
喺facebook出post，話大埔區議會
批長者家居探訪活動竟然變成「義
工活動提款機」，簡直離晒大譜。

買禮物700蚊 食茶點5000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摷返份文件嚟睇，
「埔友社」搞呢個活動諗住探訪20
戶長者，每戶長者探兩次，但就會請
40個義工加5個嘉賓。每戶長者喺每
次探訪中可以獲得價值10蚊嘅「衞
生禮物包」，同埋價值5蚊、總共60
張嘅「衞生資訊單張」唔知會點派，
總數加埋都只係700蚊。

以為係低成本活動？其實個活動
係要使4.3萬蚊咁多，咁啲錢使咗去
邊呢？睇返「埔友社」份預算，宣
傳費用就預咗1,260蚊，已經多過用
喺長者身上嘅700蚊多多聲。
班義工就更加「和味」，佢哋整

個名牌已經要10蚊，咁就同長者個
禮物包打咗個和，唔同嘅係佢哋仲
有超過5,000蚊食茶點，仲有2,400
蚊用嚟搭車，事後仲有個「義工嘉
許日」，個活動就要使超過1.6萬。
當中名目多到得啖笑，因為仲要為
個「嘉許日」整請柬連信封。長
者？乜係重點咩？
呢個只係諗住分4日搞嘅探訪活

動，仲諗住請個兼職員工返20日
工，時薪85蚊，咁又盛惠超過一萬
蚊嘞。

市民質疑係利益輸送
咁樣使錢法，長者得個禮物包同

傳單，又難怪嬌姐會形容係「義工
活動提款機」。唔少市民得知都感
到氣憤，「Kan Mo」話︰「投
訴！」「戴德」就質疑成件事係利
益輸送，齊齊去「分享成果」。
「Lee Ka Yu」就認為政府應該

做嘢，「始終是公帑來的，區議會
秘書處的政府公僕去了那（哪）裡
（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攬炒區員「大花筒」
義工數遠超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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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記者 茅建
興 杭州報道）
2020 杭州全球
旗袍日近期在杭
州舉行，在杭州
市文化廣電旅遊
局聯合中國絲綢
博物館舉辦的
2020年「杭州旗
袍全球徵集」評
選活動中，來自
香港的設計師余
嫿（Mary Yu）以作品《請纓赴梅城》奪得了國內組
冠軍，用武漢的市花梅花向戰疫的人們表達敬
意。
是次評選從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20位設計師的

31件作品中選出，在香港未能到場領獎的設計師
余嫿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連線採訪時表示，今年
大會主題是「詩」。創作靈感來自一位22歲名
叫朱海秀的年輕醫護人員。在國家今年新冠肺炎
最嚴峻的時候，這位年輕剛畢業的女醫護，沒有
被病毒的威脅嚇到，堅決站在拯救病人的前線。
余嫿（Mary Yu）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
院獲頒授設計學碩士及時裝設計學學士。2012
獲選全港時尚專業女性獎（專業範疇）。2011
年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專業範疇）。

以梅花致敬抗疫者
港女杭旗袍賽奪冠

■余嫿和她奪冠作品《請纓赴
梅城》。 受訪者供圖

■大埔區議會批予
團體搞探訪長者活
動嘅預算。

區議會文件截圖

■張建宗（左四）早前在青年發展委員會「政策專題會議：青年就業」上，與嘉賓探討
本港青年就業問題。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