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掠影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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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港甫踏入2021年就有

5名「元旦BB」誕生，包

括公立醫院有兩男兩女，

以及私家醫院的一名女

嬰。首名元旦男嬰昨日凌

晨零時零分在九龍伊利沙

伯醫院出世。仁安醫院一

名女嬰則遲一分鐘，於零

時零一分順產出世，重

3.49公斤。其母親指，女

兒提早一天「搶閘」出

生，成為「元旦嬰兒」，

希望女兒能健康快樂長

大，更希望新一年所有人

都開開心心。

該名於仁安醫院出生的元旦女嬰重3.49公
斤，父親姓穆，在國際學校當老師，母親

則任職銀行。兩夫婦昨為新生女兒取英文名字
Mia，中文名則未定。
穆太說，Mia是第二胎，預產期原本是今天，

詎料她「搶閘」提早在元旦凌晨出生，兩夫婦對
此難掩喜悅，穆太更表示感到驚喜及激動：「預
產期唔係今日（1月1日），係遲一日（1月2
日），所以佢係早咗一日出世。我哋都好開心、
好激動，無諗過佢係元旦嬰兒。」

佗B期間緊張疫情 不停洗手
她續說，長女4年前出生，與丈夫一直也計

劃再生育，讓女兒有妹妹相伴成長，惟去年得
知懷孕時，本港新冠疫情肆虐，令她感到十分
緊張，懷孕期間不停洗手以及使用消毒搓手
液。她初時以為疫情很快便結束，未有想到疫
情過了一波又有新一波來襲，直至生產時疫情
仍在持續。
由於擔憂疫情影響，她到醫院進行產檢前也會留

意醫院有否出現確診個案，且每次外出後回家亦會
立即洗澡，做好防疫措施，希望能夠加強保護。
結果，女兒順利出生且成為「元旦嬰兒」，穆太

對於在如此艱難與複雜的環境下，能夠順利誕女感
到欣慰，認為最重要是女兒能夠健康成長，生活美
好。另外，她與丈夫都認為這代表幸運，並希望這
份幸運為自己、家庭以至社會也帶來好運。

盼女兒健康快樂成長
穆生則指，香港近年社會動盪，港人生活有

壓力，希望為女兒揀選寓意美好的中文名字，
冀新一年有新開始，而他亦相信香港未來會變
好：「希望佢（Mia）健康快樂長大，我哋覺得
佢好幸運，因為2020年大家都有啲唔開心，社
會亦有啲混亂，希望新一年大家都開開心
心。」

伊院男嬰踏正零時零分出生
兩夫婦又表示，由於疫情下所有人上街也要佩

戴口罩，因此會在家中向女兒多點展露笑容；仁
安醫院亦表示，產房內的醫生和護士對Mia的誕
生感到歡欣萬分。
Mia遲了一分鐘，僅僅跑輸給零時零分在伊利

沙伯醫院出世的男嬰。零時50分，另一名重
3.73公斤的男嬰在葵涌瑪嘉烈醫院順產出世；至
凌晨1時24分，瑪麗醫院亦有一名女嬰順產，重
3.72公斤。凌晨2時51分，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也有一名女嬰順產，重1.685公斤。

●穆太與丈夫對女兒成為元旦嬰兒感到高興，希望新一年所有人也順利和
開心。 仁安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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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年伊
始，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會發表
新一份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為政府
過去一年的扶貧表現打分，結果整體只
有8分，跌至極低水平，多項扶貧表現
獲零分。社協批評政府去年只着眼應對

疫情，忽略改善兒童貧窮問題，並促請
政府在新一年制定全面扶貧政策，消除
跨代貧窮問題，並推行扶助貧窮家庭及
兒童的補救措施。

100滿分僅得8分

社協指出，本港貧富懸殊嚴重程度名
列全球前三位，而去年在疫情肆虐下，
失業率升至6.4%，是近16年來新高，
基層生活雪上加霜，失業、開工不足情
況愈來愈多，亦無能力支付子女網上學
習費用，基層學童停課即停學，政府又
未能及時支援，加劇貧富懸殊，而扶貧
政策力度追不上社會需要，不少貧童不
得溫飽，更要蝸居籠屋板房劏房、工
廈、豬欄等惡劣環境，亟待社會正視。
報告就政府的房屋、教育及社會福利

等議題評分，以10分為滿分，房屋及教
育政策只獲1分，解決跨代貧窮問題及
照顧兒童問題等方面的表現更獲零分，
以整體評分滿分100分計算，2019年只
有21分，去年更跌至8分的極低水平。

批疫情網課欠支援
報告指，即使政府在疫情期間推出

多項措施，但大多未能讓基層家庭及
兒童受惠，尤其停課期間未有為清貧

學童提供網上學習支援，多項措施如
綜援特別津貼等亦未有落實。
報告又提到，去年底透過兒童權利

關注會內3,000多名18歲以下會員的
討論及投票，選出今年十大貧窮兒童
關注政策，排首位的仍是房屋政策，
連續第十年成為貧窮兒童最關注的議
題，其次為教育及醫療議題，而社會
福利議題則排第四位。
社協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希望政府

制定全面扶貧政策消除跨代貧窮，並
創造10萬個適合基層的就業機會，以
及進一步改善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及增
加金額等，並促請政府推行扶助貧窮
家庭及兒童的補救措施，如向貧困學
生提供免費早餐或午餐，以及為租住
籠屋、板房及劏房等居民提供租金津
貼及臨時房屋，並希望全面支援貧童
學習需要，確保每名兒童有足夠網上
學習設備，以及要求制定貧窮指標及
搜集兒童貧窮數據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2020年香港備受疫
情困擾，不少人都希望2021年是個新開始。一班
愛國愛港市民昨日早上一起到灣仔金紫荊廣場觀看
升旗禮，並祝賀祖國繁榮昌盛，香港重新再出發。
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主席高松傑（高Sir）與

「14億人茶餐廳」老闆李凱瑚連同一班義工昨日相
約到金紫荊廣場，並遵守限聚令以兩人一組觀看升
旗禮，迎接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第一個元旦日。高松
傑表示，今年元旦觀看升旗，感覺特別安全，希望
將來帶同更多青年參與，培養他們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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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傑（左）表示，今年元旦觀看升旗，感覺特
別安全。

新年伊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
網頁上載與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的對
談片段，表示特區政府在外防輸入方面
已經做到「滴水不漏」，政府在內部會
繼續加強病毒檢測，希望達至清零，盡
快回復兩地及海外人員往來。本港受疫
情影響已接近一年，經濟民生遭受沉重
打擊，近日新增確診病例稍見減少，但
仍遠未到鬆懈的時候。政府要在執行上
加把勁，把現行的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措施落實到位，配合從速推行大規模疫
苗接種計劃，把真正「清零」作為送給
廣大市民最好的新年禮物。

香港昨日新增 36 宗本地確診，其中
13宗源頭不明，本地確診宗數是一個半
月新低。數字下降是好事，但不明源頭
個案仍然佔確診比例的三成多，變化不
大。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多位專家都擔
心市民在長假期上街和聚會，疫情有機
會在假期後反彈。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
言，政府近期已推出很多嚴控措施，但
關鍵仍然要市民遵從，若市民自律性不
高，疫情仍然是難以「清零」。

但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措施的落
實亦是抗疫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經
過長達一年的馬拉松式抗疫，不少市
民有抗疫疲勞的心態，這個時候政府
強化他律措施顯得尤其重要。一方面
是外防輸入的措施，對此林鄭特首表
示已做到「滴水不漏」。本港上月的
確強化了多項外防輸入措施，包括規
定海外抵港人士入住指定酒店檢疫、

封閉式專車接送、將檢疫期延長至 21
日等等。相關措施執行不久，外防輸
入效果開始顯現，但滴水不漏需要持
之以恒，不斷鞏固。特別是近期英國
的新型變種病毒向全球擴散，其傳染
力更強，參與口岸檢疫工作的人員、
車輛能否做好自我保護和清潔工作，
都會影響海外病毒會否傳入社區。對
此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相關指引一定要
慎之又慎，不可有絲毫疏忽大意。

另一方面是強化內防擴散措施的執行
工作。本港在上月強化了強制檢測的執
行要求，開始對強檢居民展開執法行
動。與此同時，「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也計劃借助藍牙技術記錄市民行蹤，免
卻每次出入要掃碼的麻煩。政府應加快
落實有關措施，在強制檢測、查找隱形
患者、病源追蹤都做到滴水不漏。

疫苗已經在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開始
接種，內地也陸續有疫苗獲批上市，這
是成功控制疫情的根本途徑。政府必須
把落實和推廣疫苗接種計劃作為當前的
頭等大事來抓，盡快落實採購、運送疫
苗到港的安排，有需要時可請求中央協
助，引進有效可靠的內地疫苗，增強對
本港市民健康安全的保障。

港人同心抗疫持續一年，眼前正是戰
勝疫情的關鍵時刻，市民必須繼續配合
政府，把各項防疫措施落實到位，確保
滴水不漏，盡快實現本地個案「清
零」，早日讓經濟民生、跨境人員往來
恢復正常。

堅持防疫滴水不漏 祈願早日「清零」
中國銀保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日前就近期

媒體關注問題答記者問期間強調，美國對中
國公民和法人實體實施制裁，在中國內地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不具備法律效力，銀保監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支持金融機構為包括香
港和內地公民在內的所有客戶，提供公平優
質的金融服務。中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
全和核心利益，美國的制裁霸道無理，更徒
勞無功、自招損失。有中央堅定不移、態度
鮮明的支持，特區政府必將更無畏無懼維護
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及基本法制定，表
決通過落實香港國安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漏洞，為香港恢復法治穩定，重啟由亂轉
治的良好勢頭，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和長遠
利益。中央和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
義，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純屬中國
內政，美國沒有任何權力和資格橫加干涉。

自香港國安法推出後，美國依據其國內法
律，多次單方面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
以及中國企業實施制裁，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美國的制裁，為本港一些官員
的工作生活，以至企業營運造成不便，包括在
使用金融服務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其目的就要
向本港官員施壓，「用黑社會方式逼人就
範」，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干擾國安法的全面
準確落實，令香港存在難以彌合的維護國家安
全性漏洞，充分暴露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搞亂
香港、阻撓中國穩定和發展的險惡用心。

主權不容談判，核心利益不可能讓步。中國
一再重申，對美國的霸凌行為絕不承認、絕不

接受。銀保監的明確表態，堅定維護國家主
權，支持金融機構為包括香港和內地公民在內
的所有客戶，提供公平優質的金融服務，顯示
國家是香港抵制外力干涉的最堅強後盾，美國
制裁要挾無效，中央全力保障特區政府官員、
企業毫無後顧之憂地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利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此前表明，「對於
所謂美國制裁，都是一笑置之、嗤之以鼻」；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亦表明，制裁不會影響到他
與警隊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工作。

事實證明，香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不但沒
有出現顯著的資金外流，反而持續有資金流
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對中資企業揮舞
制裁大棒，有許多本來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回流香港，不少初創企業也選擇來港集資融
資，且受到國際資本的追捧，恰恰證明有香港
國安法的保駕護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
如泰山，香港的繁榮穩定更有保障。

銀保監會指出，過去一年銀行業保險業都有
一批新引進的外資機構落地，其中相當一部分
是美資機構，而且有的還設立了獨資企業或控
股企業；香港和美國也有巨大的經濟合作利
益。中美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非常廣泛，兩
國企業和人民都從中受益極大。金管局前總裁
任志剛也曾指出，美國若將金融「武器化」制
裁香港，將嚴重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

針對美國的制裁，中央政府必然會採取強烈
有效的反制措施，並且已付諸行動，對損害中
國主權、安全和利益的美國政客和企業作出對
等制裁。美國妄想通過所謂制裁，阻撓實施香
港國安法，註定勞而無功；美國企圖以制裁香
港來阻遏中國發展，根本是癡人說夢。

銀保監有力反擊 美國制裁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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