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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人讚國安法令港更安定
84.2%指立法無損日常生活 團體冀加大力度宣國安教育

今日是本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的第一

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以

「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完善選舉制

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為主題舉辦一系列

活動。紫荊研究院昨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

示，在受訪的1,528名市民中，超過八成

半市民認同香港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近八成半市民認為日常生活未受香港

國安法實施的影響；約八成市民認為香港

社會變得更加安定；逾七成市民對香港國

安法實施成效感到滿意。紫荊研究院表

示，調查結果令人振奮和鼓舞，期望特區

政府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契機，

繼續加大對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力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鐵屯馬綫
第一期於去年2月通車
後，餘下路段預計今年
第三季啟用，屆時屯馬
綫可全線通車。鐵昨
日表示，屯馬綫需要在
4月至6月間，選擇6個
至8個晚間非行車時段
進行最後測試，其中下
月1日至2日凌晨期間
的測試需要佔用部分日
間服務時間，故下月2日西鐵及屯馬綫
一期的頭班車，需要推遲兩小時，於早
上7時半才開始服務。
鐵工程處總經理周蘇鴻昨日在記
會上表示，屯馬綫已進入全線試營運階
段，鐵進行了逾百次測試及緊急情況
演練，至今一切順利。在本月至6月期
間，會選擇6個至8個晚間非行車時
段，按日常時間表由烏溪沙站行駛至屯
門站，以檢視全線系統及設備，為全線
通車作準備。
他續說，由於下月1日至2日凌晨的
一次測試會模擬列車在不同時段的列車
運作，超過50列車模擬在全線來回行
駛，亦要測試列車由車廠及列車停放處
出發情況，需要時間完成，故會佔用部

分日間服務時間。西鐵及屯馬綫一期於
下月2日（星期日）上午，需要延遲頭
班車服務時間兩小時，早上7時半才開
始投入服務。

10站坐港鐵轉乘接駁巴免費
鐵車務營運總管黃琨暐表示，為減

輕對乘客影響，鐵當天將提供10條
接駁巴士線，免費接駁巴士的車站包括
欣澳站、青衣站、大埔墟站、美孚站、
南昌站、尖沙咀站、紅磡站、鑽石山
站、大圍站及大學站。
乘客當日在該10個車站坐接駁巴士轉

鐵，或乘鐵轉接駁巴士，只需以八
達通拍卡，有關鐵路段的車資均不作收
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醫管
局今年6月起將進一步擴大公私營協
作計劃，除繼續發展普通科及專科門
診協作計劃、向私營醫療機構買服務
外，還會增加外購癌症科的服務量，
上述兩項外購服務的收費均按公立醫
院標準。該計劃將同時涵蓋部分非緊
急服務，包括手術和內窺鏡，服務由
病人與醫管局共同分擔費用，旨在提
供更好的醫療體驗。
醫管局昨日舉辦傳媒講座，介紹公
私營協作計劃發展。醫管局聯網服務
總監楊諦岡表示，該局早前獲政府撥
款百億元成立公私營協作基金，目前
已有約 600名私家醫生參加，其中
15%有專業資格，超過30萬人次的病
人受惠。
該計劃將於今年6月開始

進一步擴展，涉及共同
醫治、應急必須服務
及非緊急服務三個
層面。其中，共同
醫治主要服務患多
種疾病，但病情穩
定的長期病人，透
過普通科及專科門診
協作計劃，病人可選
擇接受私家醫生的一
站式全面治療，減少

覆診次數並整合處方藥物。
楊諦岡舉例，已接受門診協作計

劃的近4萬名病人，當中約5,000人
除患有高血壓或糖尿病外，亦有骨
科問題，部分人每年需覆診10次，
經過轉介後，覆診次數減至每年三
四次，95%以上病人願意繼續留在計
劃中。
在應急必須服務方面，他表示，

局方會配合政府癌症策略，將更多
癌症造影、乳癌手術及放射治療等
服務轉介至私家醫院，確保癌症病
人由診斷至治療過程均可獲得妥善
照顧。

手術內窺鏡費 病人醫局分擔
該兩項公私營合作項目均按公立醫
院標準收費，但非緊急服務則由
病人與醫管局共同分擔費用，
包括手術和內窺鏡服務，至
於收費金額和分擔比例，
楊諦岡解釋計劃會公開招
標，費用需要保密。
另外，醫管局在疫情期

間展開了7項臨時公私營協
作計劃，病人只須繳付公院
費用。由去年2月至今年3
月，計劃共服務約1,600人
次，開支約3,000萬元。

醫局公私協作「升呢」惠癌症病人5月2日屯馬綫頭班車遲開兩句鐘

今日上午舉行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開
幕典禮將會為「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完善選

舉制度，落實愛國治」一系列活動揭開序幕。開
幕禮的主禮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
特區行政長官、國安委主席林鄭月娥，香中聯辦主
任、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中央駐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署理特派員楊
義瑞，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部隊司令員陳道祥。

85.7%人認同護國安有憲制責任
在國家安全教育日前夕，紫荊研究院昨日公布一項
於本月8日至13日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在香有維
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方面，調查顯示，高達85.7%
受訪表示認同，與去年5月，即香國安法實施前
紫荊研究院所進行的同類調查相比，大幅攀升超過
20%。調查結果反映，隨着香國安法正式實施以及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斷加強對國家安全的宣傳教
育，香市民對國家安全的了解日益加深，愈來愈清
晰地認識到，雖然香實行「一國兩制」制度，但同
樣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就香國安法實施至今，市民日常生活有否受到影
響，有84.2%受訪認為未受到影響，稱有影響的僅
佔7.8%。同時，有75.4%受訪認為基本法賦予香
居民的自由權利未受到影響，只有17.3%認為有影
響。
調查結果表明，香國安法震懾打擊的對象只是極

少數反中亂、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守法市民
的日常生活絲毫不會受到影響，民主自由權利亦會一
如既往得到基本法的有效保障。
同時，有78.6%市民認為與香國安法實施前相

比，香社會變得更加安定，只有13.6%聲稱更加不
安定。

73.3%人滿意國安法成效
對香國安法實施成效方面，有73.3%市民感到滿
意，17.4%不滿意。結果反映，大多數市民從香國
安法實施後香社會安定、市民安居樂業的積極變化
中，切實感受到了法律實施帶來的好處，為香國安
法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就整體調查結果，紫荊研究院表示，香國安法實
施之初，許多市民持觀望和疑懼態度，不少反對更
趁機鼓噪，刻意歪曲。然而，9個多月過去後，任何
人只要不懷偏見、不戴有色眼鏡，都能感受到香國
安法在將香社會重新帶回發展正軌中發揮的積極作
用。
紫荊研究院認為，「一法定香江」已成為過去9個

多月最好的寫照，加上此次調查發現，近四分之三市
民對香國安法實施感到滿意，情況令人振奮和鼓
舞，故期望特區政府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契機，
認真總結香國安法實施以來的成功經驗，繼續加大
對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力度，特別是要從校園教育中
着力培養青年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築
牢「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
日是本實施香國安法後的首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隆重
其事，特區政府以「國家安全．護
我家園—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治」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活動，
以提高全市民國家安全意識，營
造維護國家安全的濃厚氛圍，以及
增強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力等。
今日活動由「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2021」開幕典揭開序幕，特區政
府紀律部隊五間訓練學校，包括懲
教署職員訓練院、香海關學院、
消防及救護學院、香警察學院和
入境事務學院均會舉辦開放日，活
動包括展覽、表演、講解、互動項
目和步操，向大眾推廣憲法、基本
法和香國安法等。

李家超：中式步操表演顯國情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在網誌撰

文表示，他重視步操在訓練紀律部
隊部門文化和專業的重要性，支持
各部門按實際情況，建立一套既有
中式步操元素，又符合部門發展的
步操。這次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中各紀律部隊會加入中式步操
作為表演項目，以彰顯國家情懷，
加強國家安全意識。
為鼓勵更多巿民參與「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今日上午
9時至晚上6時，將於皇后像廣場、
香文化中心露天廣場AB區、沙
田大會堂廣場舉辦「全民同心大拼
圖活動」，巿民可將自拍或自選照
片經指定二維碼上傳，工作人員會
以特製打印機將照片列印成小貼
紙，讓巿民將小貼紙貼上拼圖壁，
建構成「全民國安．家安．同心
匯—全民同心大拼圖活動」的主題
圖像，表達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及
保障美好家園的願景。

有關活動亦會走進校園，於幼稚
園和小學校園舉行規模較小的拼圖
活動。
據了解，教育界正積極籌辦校本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其
中，香教育工作聯會黃楚標學
校今日會舉行升國旗儀式，並安排
學生分級進行相關學習活動，冀促
進學生的法治概念，培養他們的國
民身份認同，樹立國家觀念。位於
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更設有基本法
展覽車，又舉辦壁報設計比賽、演
繹比賽等。
中學方面，香教育工作聯會

黃楚標中學會於周內進行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包括鼓勵學生參加教育
局舉辦的網上問答比賽、校方舉辦
的繪畫比賽等，校方今日會舉辦升
旗儀式及「校長國旗下的講話」，
並邀請學生在早會上分享對國家安
全的感想。

增市民國安意識 營造護國安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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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立法會財委會上，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提到於過去3年間獲香
藝術發展局資助278萬元製作
費的「影意志影院」，在舉辦所謂
「獨立電影節」期間，播放涉嫌鼓
吹「獨」和推翻政府電影《理大
圍城》，要求政府終止對「影意
志」的資助。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在回應時表示，藝發局作為法定
組織，一直有要求受資助的藝團在
資助期內必須遵守香法例及其他

合約條款。
徐英偉表示，「影意志」在2019

年4月申請資助時，香國安法仍
未生效，不過，若日後國安公署或
警方國安處認為有活動或作品內容
違法，特區政府和藝發局都會配合
並嚴正處理。
葉劉淑儀則認為，在香國安法

未生效前，香法律《刑事罪行條
例》已經列明若有人挑起仇恨是違
法，要求政府應立即採取行動。
另外，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表示，近日再次瀏覽M+博物館網
站仍然看到藝術家艾未未涉及灌輸
顛覆國家觀念的照片，影響市民的
國民身份認同，要求政府正視及再
次檢視全博物館的藏品，「無理
由開後門讓人放火。」
徐英偉回應時表示，香有自由

空間，但文化藝術作品必須守法，
不同團體舉辦活動或展覽時都要合
法，如果展品違法，政府和西九管
理局會嚴正處理，館方應持專業精
神，客觀持平策展。

議員促撤「影意志」資助 民政局：必嚴正處理

●楊諦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鐵昨日簡報屯馬綫試營運最後測試的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鐵鑽石山站大堂貼有告示，提示乘客前往屯馬綫
一期的月台轉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將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為主題舉
辦一系列活動。圖為市民經過「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廣告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