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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特區政
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前國家
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將於十
二月六日（星期二）上午十
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為表達對江澤民的深切
哀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市民將與內地同胞一同進
行悼念。

深切緬懷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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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下半旗誌哀
有關安排如下：香港電台將安排

電視直播追悼大會，供市民收看，政
府總部亦將安排直播。在追悼大會默
哀時，員工將同時默哀三分鐘，所有
政府政策局及部門亦會作出類似安
排。同時，十八區民政事務處亦會於
指定地點作出安排，方便市民收看追
悼大會直播並參與默哀，民政事務總
署稍後會公布地點。所有政府船隻在
追悼大會默哀時鳴笛三分鐘。政府將
聯絡政府資助機構和相關業界機構及
組織，安排員工收看及參與默哀。

追悼大會當日，全港所有政府機
構（包括香港境外辦事處）的國旗及
區旗下半旗誌哀。政府官員不出席任
何公共娛樂活動，所有由政府舉辦或
資助的娛樂及慶祝活動應按情況安排
延期或取消。政府呼籲業界機構或組
織延期或取消其在十二月六日的娛樂
及慶祝活動，並盡早就相關安排作出
公布。

行政會議將於十二月六日上午收
看追悼大會現場直播及進行默哀，當
日的行政會議將在追悼大會後隨即進
行，會議前會見傳媒的環節不會舉
行。

立法會開內會前默哀一分鐘

▲香港各界人士在江澤民同志遺像前列隊鞠躬，深切哀悼。

▲大批學生前往中聯辦大樓外簽弔唁冊。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前往中聯辦大樓外獻花悼念的市民絡
繹不絕。



【大公報訊】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昨日下午開會，因內會
主席李慧琼確診，會議由副主
席馬逢國主持。會議開始前，
議員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
默哀一分鐘（圖）。江澤民追悼
大會將於12月6日上午10時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馬逢國
表示，當進行默哀時，全體立
法會議員將在立法會大樓地下
大堂同時默哀。

【大公報訊】12月2日，千餘名香港
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來到中聯辦設置的靈
堂，深切悼念敬愛的江澤民同志。靈堂內
莊嚴肅穆，哀樂低回，中央駐港機構和中
資企業，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和各界人士致送的花籃整齊擺放，輓聯
上書寫着「江澤民同志永垂不朽」 「江澤民
先生千古」 等輓詞。各界人士和市民代
表，來到江澤民同志遺像前深情鞠躬，表
達對江澤民同志的無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
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范徐麗泰、全
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
惠珠向江澤民同志遺像鞠躬哀悼。黃玉山
等23名全國人大代表、袁武等10名原全
國人大代表，陳馮富珍等110餘名全國政

協委員，以及120餘名工商界代表、60餘
名宗教界代表、30餘名醫衞界代表、31
名社福界代表、25名婦女界代表、120餘
名僑界代表和500餘名地區基層代表專程
赴中聯辦，深切悼念江澤民同志。

全日，許多市民自發來到中聯辦大樓
外獻花，其中既有白髮蒼蒼的長者，也有
青年學生，更有一家數口共同參與弔唁。
他們整齊列隊，緩步前行，俯身獻花，深
切哀悼。

市民王女士攜親友前往獻花，她表
示，得知前主席江澤民逝世，心情十分悲
痛。她說： 「江主席生前對祖國和香港做
出很多重要的貢獻，是一代偉人，我們將
永遠懷念他。」

香港新疆同鄉總會代表孫女士前往弔

唁，她稱江澤民是親切的長者，對江澤民
的離世感到無比沉痛。

孫女士說： 「江主席為中國的發展作
出突出貢獻，他的政策造福人民，是我們
敬愛的主席。」

市民製弔唁網 7萬人網上獻花
為方便未能到現場弔唁的市民，有網

民專門製作了弔唁江澤民同志的網站。截
至2日17時，已有近7萬名市民網上獻
花。不少市民在網站留言 「江主席，我們
永遠懷念你！」 「感謝你為祖國和香港回
歸做出的卓越貢獻」 ，表達對江澤民同志
的深切緬懷。

香港各界知名人士赴靈堂悼念

廣大市民深切哀悼江澤民同志

【大公報訊】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於2022年11月30日逝世，全國追悼
大會將於12月6日（下周二）上午10時
舉行。教育局昨日發函通知各提供本
地課程的中小學校（包括特殊學校）
及幼稚園，須於6日追悼大會舉行當
日下半旗（包含國旗和區旗）誌哀，
及停辦所有慶祝活動，但畢業禮或頒
獎典禮可豁免。國際學校及其他只提
供非本地課程的私立中小學及幼稚
園，備有旗杆者，亦須下半旗誌哀。

當日舉行的非慶祝性質的活動，
不應包括娛樂及表演部分。此外，學

校應按本身的情況，安排師生於當天
10時正起默哀3分鐘，與全國同胞一
起參與悼念。追悼大會設有現場直
播，教育局建議學校可及早規劃，安
排師生收看。

停辦慶祝活動 畢業禮可豁免
教育局更提醒，據《國旗及國徽

條例》，下半旗時，須先將國旗升至
杆頂，然後降至旗頂與杆頂之間的距
離為旗杆全長的三分之一處；降下
時，須先將國旗升至杆頂，然後再降
下。

中小學幼園下周二下半旗誌哀

照顧者誰來照顧？

龍眠山

灣仔金樂大廈發生的父子倫
常慘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類
似悲劇不時發生，反映在香港這
個老齡化社會，照顧者承受着極
大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不少照顧
者本身已不年輕，他們需要得到
適切的支援。

慘案中的疑兇獨自照顧89歲老
父多年，早前透露有精神抑鬱問
題。最近老父手術後，健康狀況
更不如前，照顧的壓力更大，如
果不是心力交瘁，產生絕望情
緒，絕不可能做出極端行為。

慘劇暴露出多個問題，首先
是對照顧者的支援是否足夠。由
於公營及政府資助的私營安老院
舍宿位不足，大部分長者需要居
家安老，子女成為主要照顧者。
社會福利署轄下有針對長者、殘
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服務，如長
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殘
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家長／親
屬資源中心等，有關中心的會員
超過20萬人，服務對象約4萬多
人。雖然社署不時審視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以提供適切的服務，
但與香港超過百萬的長者人口相
比，無論是服務機構還是服務對
象的數量，都是不成比例的。

其 次 是 有 了 服 務 機 構 和 資
源，是否發揮了作用呢？正如有
專家指出，很多照顧者不知道政
府提供相關服務，在壓力爆煲下
不懂得向政府求助，不知所措。
有關部門在提供服務之前，應該
廣為宣傳，讓照顧者知道如何尋
求協助。

香港社會有發達的社區網絡
及民間服務機構，他們是安老服
務拼圖的重要環節。社會在不停
改變，這些組織在架構或服務理
念方面也需要與時俱進，但它們
的功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只
有官方與民間充分合作，才能完
善安老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照顧者也是
為社會作貢獻，他們工作時間可
能更長、更勞累，理應得到更多
支持，這是居家安老
的可持續之道。

▲市民手捧鮮花排長龍到中聯辦弔唁。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交通基建也需要提速提量提質提效
提速、提量、提質、提效，不僅要

體現在拓土建屋上，也要體現在交通基
建和其他公共服務上。特區政府昨日就
「三鐵三路」 項目展開公眾諮詢，明年

底交代線路走向和時間表。多名立法會
議員不滿政府規劃進度慢，直指籌劃多
年的南港島線西段及北港島線至今 「未
找數」 。特區政府需要切實改善工作作
風，優化程序，提高效率，這是良政善
治的必然要求，以民為本的應有之義。

新一份施政報告建議未來興建三條
主要幹道及三條策略鐵路，包括北都公
路、沙田繞道、將軍澳油塘隧道、港深
西部鐵路、中鐵線及將軍澳線南延線，
形成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和鐵路系統。
由於基建涉及填海、收地等工程，對環
境有影響，加上站點設計牽涉經濟成本
及各方利益，爭議在所難免。立法會鐵
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 「跨越2030
年的鐵路幹道策略性研究」 的初步成
果，不少議員就 「三鐵三路」 線路走
向、站點設置提出意見，反映地區民
意，頗有建設性，這對特區政府進一步
優化基建方案將大有裨益。

民意諮詢很重要，但也並非時間越

長越好。基建工程牽涉利益博弈，根據
過往經驗，任何基建方案都會有反對聲
音，不論如何諮詢，要達成一致談何容
易。亦因此，特區政府在重視各方意見
的同時，也要展現擔當，不能遇着問題
繞道走，聽到反對就止步，而應以社會
整體及長遠利益為依歸，盡量刪除繁文
縟節，提速提效，避免重蹈 「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 的覆轍。

事實上，香港的不少基建項目都因
為蹉跎歲月而備受詬病。過去的項目且
不提，以南港島線西段為例，早在上世
紀九十年代，已討論興建一條連接香港
大學、華富邨、田灣、香港仔的鐵路，
以南港島線的黃竹坑站為終點。2014
年，政府提出具體藍圖，最快2021年動
工興建，2026年投入使用，奈何好事多
磨，計劃一變再變。今年初有關官員表
示，有關線路 「有需要時再建」 ，即是
遙遙無期，令有關地區的居民大失所
望。至於同樣在2014年列入基建計劃的
北港島線，至今亦是紙上談兵。

基建工程從設計到使用，跨度的確
較長，但是否需要幾十年來規劃呢？社
會發展日新月異，十年已是大變樣，不

僅建築成本成倍增加，社會輿情也大不
相同，過去可輕易完成的項目，今日或
變得阻力重重，需要付出更多人力、物
力、精力和時間。由於香港過去的基建
項目常常曠日廢時，市民擔心現今提出
的 「三鐵三路」 計劃會否再次出現延誤
或其他變卦，並不是沒有根據。

拖拖拉拉，效率不彰，可以出現在
任何環節。近日，長洲 「覆核狂」 郭卓
堅涉 「呃公屋」 的問題很快得到處理，
值得一讚，但他被投訴長洲居所涉僭建
13年，有關部門至今仍在 「搜集證
據」 ，耗時之長令人匪夷所思。還有，
大公報報道北角華匯中心涉霸佔公共地
方、阻礙行人的問題，報道已推出第四
個系列，問題仍未解決。僭建、霸地的
性質簡單得多，為何也是調查復調查、
研究復研究呢？

行政長官李家超曾強調， 「香港慢
不得，也等不起」 ，切中肯綮，引起社
會廣泛共鳴。未來五年，香港要開啟由
治及興新篇章，最關鍵亦最重要的是着
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體系，提高
管治能力，增強管治效能。一萬年太
久，只爭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