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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司法制度、法庭判案有參考歐美的慣
例，在保釋問題上為何不沿用歐美的慣常做
法？
保釋是對犯罪嫌疑人人身權利的保護，但
必須要與司法公義取得平衡。《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 9D 條訂明，嫌犯享有獲准保釋的
權利；但是條例第 9G 條亦同時訂明：法庭如
有實質理由相信被告人有棄保潛逃、在保釋
期間犯罪；或干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
正，可拒絕被告人保釋。法例將裁量是否保
釋的權力賦予法官，同時也將相關的責任施
加予法官，法官在行使批准保釋的權力時，
是否應該更多考慮自己維護法治尊嚴的責
任？
去年 7．21 元朗站襲擊事件，林卓廷等人被
控暴動罪，案件日前提訊。主審法官指出，
考慮保釋條款不能一成不變，要與時並進，
現在有人潛逃離開香港後高調表示成功逃
脫，海外人士高調指可提供協助，這些都是
評估風險時不可忽視的潛逃誘因。加上現時
很多地方已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例，要將相
關人士引渡返港非常困難，因此法官命令林
卓廷不可離港，需交出旅遊證件。棄保潛逃
事件屢見不鮮，社會高度關注，法庭有必要
收緊保釋申請。
嫌犯外逃是對本港法治公義的傷害，律政
司應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主動梳理涉及黑
暴的案件，充分發揮把關作用，對一些存在
重大潛逃風險的案件，必須積極據理力爭反
對寬鬆保釋。另一方面，一再發生嫌犯棄保
潛逃事件，目前法官在司法豁免權的保障
下，毋須被問責。但有識之士指出，加強問
責、提升管理效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司
法機構也不能例外，必須通過問責改革堵塞
制度漏洞，維護本港司法的尊嚴。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香港發揮優勢大有可為
──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啟示意義系列社評之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21 年要重
點抓好「八大任務」，其中「強化國家戰略
科技力量」居於首位，充分顯示核心科技攻
堅和科技創新是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
支撐，對於保障國家安全、提升產業現代
化、持續改善人民生活，實現高質量發展，
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香港應積極發揮
在科研領域的獨特優勢，通過政策、資源、
人才的配合全方位鼓勵創科發展，為強化國
家戰略科技力量貢獻香港所長，進一步提升
香港競爭力，為港人創造更好生活。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
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國家對核心科技和
科技創新提出更加緊迫的要求。目前我國總
體基礎科學技術和創新能力還不夠強，引領
未來發展的戰略性技術儲備遠遠不足；芯
片、光刻機等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格局沒有
根本性改變，「卡脖子」的問題日益突出 。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
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
全、國防安全和發展利益。因此，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
頭號任務，與「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
目標的有關內容一脈相承， 就是要鞏固創新
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
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科技創新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
撐。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我國經濟實力、科
技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互聯網、電子
支付、高鐵等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已為國
家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注入源源動力，
讓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目前國家
正處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上躍升的重要階
段，科技創新支撐，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

展，既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也有廣闊的成長
空間。另外，要滿足人民更加注重品質化、
個性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建設現代化產
業體系，更需要以科技創新改造提升傳統產
業，催生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新需
求，為形成和壯大新興產業提供基礎支撐。
中央一向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強化科技創新已成
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香港更應發揮自身
優勢，配合國家所需，力解決制約國家發
展和安全的重大課題。香港在基礎學科和原
創性科研方面實力雄厚，在生物醫學、高端
電子科技都具有領先優勢；擁有多間國際排
名百位之內的大學，自由的學術氛圍、國際
化環境，吸引外國優秀學者，引進國際領先
水平的研究方法與經驗；在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中，香港的科研實力、國際化和市場化優
勢，與大灣區龐大市場、先進製造業相結
合，必將加速大灣區的產業升級轉型，不僅
可實現大灣區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更將成
為國家創新科技和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
動力。
剛公布不久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特區
政府正全力發展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將成為本港最大的創科平台，並與
深圳福田科創園區共同組成具協同效應的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科技創新除了要投入
「真金白銀」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導扶
持。特區政府應在產業政策、稅收土地、人
才吸引等各方面提供優惠、支持，把本港的
科研優勢轉化為創新科技產業優勢，在為強
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出貢獻的同時，促進
本港產業多元化和轉型升級，增加年輕人發
揮才能、向上流動的機會。

居民投訴運建築廢物入將軍澳釀空污
街坊聞過異味

將軍澳堆填區於 2016 年初起停
收家居垃圾，雖然自此臭氣問題有
所改善，但運送建築廢物到堆填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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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泥頭車未有妥善蓋上車頂蓋，堆填
區的廢料也沒有覆蓋，以致泥塵滾滾，夾
雜大量沙塵的空氣甚至隨風飄到對岸的小
西灣。近日，有居民向香港文匯報爆料，指
空氣污染經常令喉嚨、氣管、眼、鼻感到不
適，現時疫情嚴重，更擔心易被病毒有機可

乘。專家指出，長期吸入泥塵有機會減低身體
對不同病毒的抵抗力，損害呼吸道和肺部功

■部分運載建築廢料的泥
頭車未妥當蓋車頂。
頭車未妥當蓋車頂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女士（藍灣半島居民）：
之前住調景嶺時，間中聞到堆填區
飄來的異味或沙塵，但近年已很
少，僅在非常惡劣的天氣例如「大回
南天」才會隱約聞到輕微的疑似異味。
◆施先生（杏花邨居民）：
經常會到藍灣半島附近的小西灣運動場及
海濱長廊一帶散步和做運動，的確聞過疑似
將軍澳堆填區飄過來的異味。
◆王先生（日出康城居民）：
搬入康城前已知道這裏沙石滾滾，經過屋苑代
表和地區人士多次交涉，這幾年情況已有好
轉。

能，以及觸發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嚴重疾病，
提醒市民做好防護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蕭景源

界東南堆填區
（俗稱
「將軍澳堆填區」）是
香港三個策略性堆填區之一，位於新界將軍澳南部大
赤沙，由香港政府以 21 億港元建造，於 1994 年 9 月
開始運作。地面及海面的面積共 100 公頃，容量
4,300萬立方米，每日接收約5,340公噸都市廢物和特
殊廢物。由2016年1月6日起，堆填區改為只會接收
建築廢物。
將軍澳私人屋苑旁邊的環保大道，是通向堆填區的
主要幹道，每日有大量運載建築廢物的泥頭車經過，
惟因部分大廈非常接近環保大道，令居於這些單位的
住戶備受困擾，除身體經常感到不適，也令日常生活
極為不便，苦不堪言。

新

■王女士一抹窗外的
欄杆，
欄杆
，毛巾即變黑
毛巾即變黑。
。
受訪者供圖

高層照封塵 車路隱患多

居民王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雖然她居於較
高層單位，可是車身甚重的泥頭車經過路面時所發出
的聲浪，她仍然清晰可聞，極為吵耳，只能關上窗門
降低聲浪，惟這卻非她關窗的最主要原因，關門窗是
為了避開這些車輛濺起大量泥塵。
她苦惱地說：「我見到啲車啲蓋成日都冚唔實，打
開晒，行過時沙石灰塵係咁飛晒出嚟，周圍都有，我
住咁高露台欄杆一陣就鋪晒塵，變晒黑色，連衫都唔
敢晾，更加唔敢打開門同窗，因為啲沙塵會飛到成屋
都係，要關窗長期開住風扇、冷氣機同空氣清新機，
先至可以保持空氣流通。我一搬入嚟，氣管、眼、鼻
就成日唔舒服。其實堆填區根本唔應該咁近民居，好
■有街坊反映條路有 影響居民。」
好多泥頭車跌沙石泥
另一名居民蔡女士是駕駛人士，對堆填區對附近交
塵。
方國珊供圖 通造成的問題甚為不滿，「啲重型車搞到啲路爛晒，

■ 通往將軍澳堆填區的
環保大道上，沙塵滾
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羅先生（將軍澳居民）：
填堆區臭氣入屋情況近年有改善，我住的單
位向東、對面就是堆填區，但基本聞不到臭
味，而環保大道也有洗街車也洗得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凹凸不
圖：香港文匯報
平，加上條路
記者 攝
有好多泥頭車跌沙石泥
塵，塵土飛揚，大家揸車時真
係要好小心，如果唔係好容易發生交通
意外，實在好危險。同埋條路咁搞法，私家車成日要
洗同埋啲車胎好快磨損，我知道有啲成日揸車嘅鄰居
要經常換胎，令到附近間車胎舖好好生意！」

沙塵飄過海到對岸小西灣
除此之外，將軍澳堆填區在風勢轉強的時候，沙塵
和臭味更會飄過海到對岸的小西灣及杏花邨一帶。居
住杏花邨的施先生經常步行到藍灣半島附近的小西灣
運動場，以及海濱長廊一帶散步和做運動，他表示的
確曾有嗅過疑似從將軍澳堆填區漂過來的異味。
之前居住將軍澳調景嶺的陳女士，今年初因受疫情
影響搬到對岸的小西灣藍灣半島與女兒同住，她指數
年前在調景嶺的寓所間中聞到堆填區隨風飄來的異味
或見到一些沙塵。這種情況近年雖然已減少，僅在天
氣非常惡劣，例如
「大回南天」
時才會隱約嗅到輕微的
疑似異味。

專家：長期吸入泥塵損抵抗力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黃敬恩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吸入太多沙石泥塵會刺激上呼吸道如鼻、喉嚨以
及下呼吸道包括氣管等器官，出現流鼻水、痰多咳
嗽、氣管敏感等徵狀，如果身體較弱，更會觸發哮
喘、出現肺氣腫，或引致過敏性肺部發炎等，實不能
掉以輕心。至於新冠病毒因難以依附在沙塵上，令人
受感染的風險較低。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也解釋，新冠病毒於日光
下懸浮在空中的時間不長，且附於平滑表面或薄膜上
時結構才能得以保存，故因吸入泥塵而感染新冠病毒
的機會不大，但長期吸入大量污染物，或會影響身體
的抵抗力，損害呼吸道和肺部的功能，誘發哮喘、慢
性阻塞性肺病等嚴重疾病，故提醒市民做好防護措
施，如出入空氣污染嚴重地點時佩戴防禦力較強的口
罩，關上窗戶使用空氣清新機等。

方國珊供圖
道路污染及安全問題。
大
■量泥頭車使用路面，造成

堆填廢料亂飄 居民吸塵傷肺

去年國慶日在荃灣與警員衝突中被控暴動
及襲警罪的曾志健，昨日缺席聆訊，有組織
宣稱他已外逃。
近期接連有犯暴動罪等嚴重罪行的疑犯棄
保潛逃，已嚴重傷害司法尊嚴，反映現行處
理保釋過於寬鬆，必須深刻檢討相關制度，
作出與時並進的改善；律政司亦應進一步加
強把關，防範外逃事件不斷重演。
事件再次反映，司法改革刻不容緩，保障嫌
犯權利須與維護法治公義取得平衡，相關部門
應及時堵塞保釋「走犯」漏洞，不能讓罪犯逍
遙法外，削弱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違法者必須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是法治
社會的基本標誌。本港近期接連發生涉及嚴
重罪行的被告棄保潛逃，令本港司法制度蒙
羞。有統計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至少
有 19 名疑犯在保釋期間潛逃。社會各界批評
法庭批出保釋，條件太寬鬆，嚴重低估有關
人等的潛逃風險。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
倫指出，法庭的做法猶如將個人權利置於社
會利益之上。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暴
徒，讓他們如「英雄般」走回社會。
協助曾志健外逃的組織發聲明，稱曾志健
認為「抗爭下的罪行和刑罰都不應被接
受」，「認罪和坐監不應出現在選擇中，要
找方法繼續奮鬥」；聲明又聲言，曾志健等
人現時與一名美國公民同住，不擔心安全問
題，「慶幸他們的個案受美國等多國關
注。」逃犯及外部勢力明目張膽挑戰本港法
治，態度囂張，也是在打臉本港法庭。
有學者比較歐美等國的做法，指出暴動罪
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暴力行為，被控此罪而能
夠獲准保釋的情況十分罕見。本港《公安條
例》(第 245 章)第 19 條規定，暴動罪的最高刑
罰是十年監禁，在香港亦屬於嚴重罪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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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頻頻羞辱司法 堵塞漏洞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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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填料長期甩漏
多年續沙塵滾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高俊威）將軍澳區居民多年來
飽受堆填區環境污染所困擾，一直跟進問題的西貢區議會議員
方國珊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新界東南堆填區停收
家居垃圾已接近5年，雖然區內的臭味問題已有改善，但堆填
區現時每日仍接收大量建築廢料，令將軍澳工業邨及日出康城
等鄰近屋苑沙塵滾滾的問題一直未有改善。
她指出，區內沙塵污染問題估計與將軍澳第137區的填料庫
有關，因來自各區的建築廢料都會經環保大道運到該處篩選歸
類，惰性物料經處理後會放上幾層樓高的運輸帶送上躉船，再
運到填海工程地盤作為填料，「佢哋應該要不斷灑水，同搵嘢
遮蓋運輸帶，懷疑係工作人員未有時刻做足呢啲措施，令呢啲
物料被吹走，使區內塵土飛揚。」另外，運載建築廢料的車輛
在離開工地前理應已確保不會有滴水問題，但方國珊不時發現
送往堆填區的車輛，沿途不時滴出泥水，令區內馬路經常一片
泥濘，容易對行駛中的車輛造成危險，必須盡快作出改善。

兩署正優化設備營運助減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黃恆諾）將軍澳區居民多年來
飽受堆填區環境污染問題所困擾，土木工程拓展署及環境保護
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以
瀝青或混凝土鋪設行車路段，提升輪胎洗滌設施的效能等以減
少沙塵問題，並定時灑水以減低沙塵散發，以及加強巡查及清
潔路面等，以減少堆填區運作對附近環境的影響。
土拓署表示，一直十分關注將軍澳第137區填料庫的運作情
況，並已採取多項措施改善填料庫及其附近路段因營運而引致
的沙塵情況。如近年在填料庫內進行優化工作，以瀝青或混凝
土鋪設主要行車路段，提升輪胎洗滌設施的效能等，從而大大
減低離開填料庫的車輛可能引致的沙塵等問題。日常填料庫內
亦會定時進行灑水，以減低沙塵散發。該署會檢查運泥車覆蓋
物料的情況，提醒業界及司機妥善覆蓋車輛。如發現篷蓋破
損，該署會要求司機盡快修補，防止洩出沙塵。
環保署亦指，已實施一系列措施減低沙塵對居民
的影響。而現時堆填區已接近填滿，大部分
面積已提早完成修復並進行綠化，或以
礦物砂漿塗料覆蓋表面，只餘小面
積的廢物傾卸區仍在運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