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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勉在滬港青融國家大局
籲珍惜前人創高起點大平台 乘發展東風接好「第二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上海與四十多名在滬發展多年的香港青

年座談交流。梁振英號召青年們認真學習2018年習近平主席見香港澳門

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特別是對於港澳同胞的

四點期望都用「更加積極主動」開頭，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更加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自認為是幸運者，可以親身參與和親眼見

證祖國的發展，而新一代則更加幸運，因為有了前人創造的高起點和大平

台。希望大家乘着國家發展的東風，接好這「第二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人口老化下，醫
療服務需求量與日俱增，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
齡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醫管局正部署開展第
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將納入更多公立醫院
重建或擴建，預計完成後全港公立醫院可增加
9,000多張病床。
范鴻齡在文中表示，要為公立醫院打造可持
續發展的藍圖，必須「軟硬兼施」，除要解決
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和病人輪候時間長等軟件問
題外，亦需處理增加醫院空間和設備等硬件問
題。
他說，公立醫院環境擠迫是醫管局一直面對
的老問題，大部分公立醫院都在上世紀興建，
無論是醫院設備、空間、病人流程等，都追不

上現在的醫療需要。

啟德新急症醫院料2025年分階啟用
范鴻齡透露，在第一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

中，規模最大的是在啟德新發展區興建的新急
症醫院，將會有5座醫院大樓，提供約2,400張
病床，落成後將會成為全港病床數量最多的公
立醫院，料在2025年完成建造工程後分階段啟
用。
除了啟德的新急症醫院，醫管局在過去幾年積

極籌備及開展北區醫院的擴建計劃，包括興建一
座新的急症大樓，同時會翻新和改建現有的醫院
大樓，預計在2028年完成擴建工程後會陸續投入
服務，屆時將可分階段增加約1,500張病床。

范鴻齡並透露。局方正部署開展第二個10年
醫院發展計劃，將會有更多醫院納入重建或擴
建的範圍，預計在完成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
劃後，再為全港公立醫院增加9,000多張病床。
他強調，公立醫院要持續發展，除了要提升

醫院的空間和增加病床數目外，亦要在醫院設
計和設備上花心思，確保新世代的醫院可以加
入智慧醫院的元素，將更多新醫療科技引入服
務中，進一步提升醫療水平。
范鴻齡介紹，醫管局在過去一段時間於天水圍

醫院、將軍澳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試行一系列的
智慧醫院服務，並得出一些經驗，將會應用到新
興建的醫院中，例如醫院的網絡設計，如何支援
新世代的無線通訊和支援遙距診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蠱惑」私梟
利用漁船，混入香港機場
「三跑」施工水域中，以
吊臂將走私貨物卸至快艇
走私到內地。海關高速截
擊艇截獲漁船及拘捕船
主，但走私客逃脫。海關
在漁船上檢獲總值約
3,100萬港元貨物，包括
貴價海味、化妝品及電子
產品，更首次發現走私虛
擬貨幣的「挖礦機」顯示
卡返內地，該卡上月才進
行全球發售。
前日凌晨2時許，海關

人員在機場西部「三跑」
工程水域發現一艘可疑漁
船緩緩駛入禁區範圍，混
入工程船中並關掉燈光，
並用吊臂將貨物卸到一艘
大馬力快艇上。私梟發現
關員後即跳上快艇高速逃
跑，並在工程船中穿插。
由於現場水深不一，共停
泊百艘工程船、運沙船及
有浮水帶，令海關截擊增
加難度，最終被快艇逃回
內地水域。
關員在漁船上檢獲海

參、花膠、魚翅和燕窩
等名貴食材，共值1,600
萬港元，其次為手提電
話、電腦屏幕、中央處
理器、記憶體和288張電
腦顯示卡等電子產品，
共值1,200萬港元，以及
貴價化妝品、日本酒、
名貴手袋等，共值300萬
港元。
海關在是次行動中，首

次發現走私虛擬貨幣「挖
礦機」電腦顯示卡，每張
售價約6,000港元至7,000
港元，總值約 200 萬港
元。海關解釋，這些顯示
卡裝入電腦後，可令電腦
運算能力加速，在網上更
快速尋找到虛擬貨幣交
易。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

高級監督胡偉軍表示，受
近期疫情影響，深港陸路
交通受阻，海路走私活動
有上升趨勢。今年至前日
共截獲22宗海上走私個
案，較去年同期13宗上
升七成，貨物總值達1.2
億港元，較去年5,600萬
元上升達1.1倍。

香港文匯報訊 任職香港電
台的唐若韞在港台節目《脈
搏》中散布不實訊息，肆意
抹黑新疆現況。多位市民昨
日去信通訊局，批評唐若韞
散布謠言，為國際反華勢力
搖旗吶喊，甘願充當美國政
府馬前卒，廣大市民對此表
示萬分憤慨，並作出強烈的
譴責。
市民強調，香港電台是用公

帑營運的公營機構，理應為政
府的施政工作宣傳、護航，更

要秉持公平。遺憾的是，回歸
23年來，港台的某些管理人員
和編採人員，吃香港的飯，砸
香港的碗，扮演了極不光彩的
角色。對此，香港人都看在眼
裡，記在心上。
為撥亂反正，維護國家的利

益，提高港台的形象，他們強
烈敦促通訊局及港台管理層，
必須嚴肅跟進港台節目抹黑、
播「獨」等事件，將《脈搏》
節目下架，及懲處唐若韞等相
關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署及警務處
的義工團隊於復活節前夕，聯同基督教青少年
牧養團契及警務處以諾團契舉行活動，安排在
壁屋懲教所服刑的青少年在囚者透過視像通訊
與家人參與宗教聚會，進行詩歌分享、互動遊
戲等。義工們更將在囚者在參與活動時親手填
寫的復活節心意卡，即時送到家人的聚會地
點，轉達他們對家人的由衷謝意和真誠祝福。

是次活動為「並肩同行」計劃的其中一項活
動，目的是讓青少年在囚者及其家人透過宗教
信仰互相交流，加深彼此了解，提升親子關
係，以強化青少年在囚者的家庭支援，協助他
們積極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觀，從而減低
青少年在囚者重犯的風險。
參加者之一阿輝（化名）在活動中向母親承認

過錯，深切反省犯事入獄對母親及家人造成的心

靈傷害。他一邊回想兒時母親對他無微不至的照
料，一邊製作復活節心意卡，並寫上多年抑壓在
心底裡的說話和祝福。他透過即時視像與母親對
話時許下諾言會重新做人，日後會好好孝順母
親，以彌補入獄多年對母親的虧欠。
阿輝母親認為，是次活動能讓她與兒子修復
親子關係，並感謝懲教署和警務處的義工不遺
餘力，讓母子倆能互送復活節的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教育局日前落
實高中核心科目優化方案，原高中通識科將改
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並將「『一
國兩制』下的香港」列為三大主題之一，將會
教授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香港國安法等相關
內容。負責科目檢討的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
民與社會發展委員會主席劉智鵬昨日表示，相
信香港警務處國安處可參考廉政公署社區教育
的做法，提供更多國安法相關資訊，以便利老
師教學。
劉智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過去通識

科在實踐上出現問題，變成注重操練的學科，
亦未能達到明辨慎思的目標，而是次改革旨在
撥亂反正，「唔存在所謂『殺科』的情況，科
目及學習宗旨仍在，不過是改了名。」改革
後，操練不會於公社科中出現，而科目會注重
學生廣闊地認識世界、國家、自己。
在談到教學支援的問題，他表示，有關輔助
教材及「適用書目」正準備出台，讓教師可放
心選用，稍後亦會有模擬試題，幫助老師釋除
教學壓力。負責學科教學的老師亦應該「八
卦」一點，如果暑假可以恢復通關，應多出外

遊歷了解不同地區的資訊，幫助學生擴闊視
野。
就課程中有關社會發展及國安法相關內容，

劉智鵬建議，警務處國安處除執法外，還可以
向老師及社會大眾提供相關資訊，類似廉署就
防賄條例宣傳教育的做法，支援教學。
對有人指稱教學中或出現所謂「言論尺度」

或「紅線」問題，他強調，違法事情及言論從
來不應向學生宣揚，並提醒老師亦應閱讀國安
法的文本，但相信他們能作專業判斷，不會觸
及所謂「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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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警隊辦宗教聚會助在囚青建正確價值觀

醫局擬擴更多公院增9000病床

四十多名在香港土生土長、多年前來滬
求學、就業和創業的香港青年參加了

是次座談會。大家先後向梁振英介紹了各
自在上海的精彩生活，有的是隨父母來滬
定居，從不會英語亦不會普通話，慢慢成
長為活躍的社區志願者。有的在香港大學
畢業後來滬求學，並由此找到了如魚得水
的新圈子：組織樂隊、建立朋友圈幫助港
青、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向世界介紹中
國……還有的在上海學習多年後，立志繼
續在中醫藥領域耕耘。面對朝氣蓬勃的青
年學子，梁振英認真記錄了他們的發言，
並一一作出回應。

勉向海外傳遞正確訊息
在答問環節上，不少港青結合自身的調

研和體會，向梁振英提出了幾個現實問
題。有一位同學詢問，如何講好中國故
事。梁振英說，大家正邁入中國「走出
去」的時代，而在推動中國「走出去」，
講好中國故事的進程中，港人有獨特優
勢，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根據他的經驗，
在語言方面，港人同國際交流一直沒有問
題，加上香港的國際化優勢，使得港人港
語更易為國際所接受。

盼在港更好推廣普通話
梁振英認為，現時的港人應該更好向世

界說明中國，說明中國「十四五」規劃對
於投資者來說有哪些新機遇。大家常駐內
地，親身感受和享受着內地發展成果，亦
應該向香港和海外傳遞更多的正確的訊

息，以消除很多人對國家的偏見。
有港青提出建議，指現時香港應該更好

推廣普通話，梁振英對此表示肯定，並表示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逐步消除很多港人的心
理障礙。實際上，結合現在國家發展大局，
現在不好好學習普通話，將來一定會後悔。
談笑間，有港青向梁振英拋出尖銳問題。

如一位男青年請教梁振英，在人生道路上如

何面對困惑，特別是近幾年的香港面臨內憂
外患，很多人都對港府產生了失望情緒，他
是如何應對的。梁振英坦然表示，中國古話
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能指望每
件事都得心應手，但更不能失去信心。
他說，當前周圍環境確實會遇到很多困
難，但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打鐵還要自
身硬」，作為青年一代應該首先努力提高

自己，努力一定會有回報。何況，對於現
在的形勢他相當樂觀。
梁振英引用了莎士比亞《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的一句「The world
is your oyster」，意思是「世界盡在你掌握
之中」，希望一眾年輕人「睇多點」，不斷
提高自己。作為前輩，他也將竭盡全力為大
家解決困難，和大家一起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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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上海與四十多名在滬發展多年的香港青年座談交流，勉勵大家共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