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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主持的「地區事
項統籌工作組」將推動「香港新市容」
全港清潔運動，分兩個階段展開打擊衞
生黑點計劃，首階段將於14日展開，

為期三個月，清理逾600個黑點，亦會設立19隊夜間
流動隊捕鼠。本港部分地區街頭巷尾污水垃圾隨處可
見，情況惡劣，既容易招惹蚊蟲鼠患，影響市民健
康，更有損香港國際形象。全港清潔運動有助改善市
容和提升市民生活質素，關鍵是要理順各部門分工合
作，而且要持之以恒地切實改善，不要在清潔運動結
束後打回原形。

香港環境衞生主要存在兩大問題：第一、政府部門
欠分工。很多地方存在環境衞生責任歸屬問題，衞生
黑點都集中在「三不管」地帶，由不同部門進行管
理，比如在路旁棄置的垃圾，路政署與地政總署經常
互相推卸責任，累及街坊要長期忍受惡劣環境，影響
市容景觀。政府要盡快對症下藥，釐清跨部門環境衞
生問題的責任和理順流程，盡快啟動跨部門合作，加
強跨部門執法及清潔，改善環境衞生。卓永興形容，
以往各部門分工不清晰，工作組會釐清領頭部門，建
立標準運作模式，把工作分配給各部門在地區持續執
行，亦會檢視環境衞生相關法例，必要時會積極考慮
修例，增加執法效率及阻嚇力。這說明現屆政府抓準
了問題癥結。

第二、政府的滅鼠及滅蚊工作是以預防鼠傳疾病傳播
和預防登革熱為目標，但藏匿於樓宇垃圾房、雜物房等
公共地方的老鼠不但造成衞生隱患，即使居民出盡法寶
依然無法根治。政府滅鼠及滅蚊工作應包括提高市民居
住環境質素這一元素，加大力度推行滅鼠滅蚊工作。

此外，政府應檢討「鼠患參考指數」計算方法，應
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監察點，引入鼠患投訴數字、捕
獲活鼠與收集死鼠數目等多元參考指標，令「鼠患參
考指數」真正科學客觀，多管齊下改善環境衞生。

特區政府昨日開始將機場抵港人士檢疫
安排轉為「3 + 4」，並實施「紅黃碼」
制度，這是平衡本港有序恢復與國際聯繫，
同時嚴守抗疫「不躺平」底線的合理做法，

有利於經濟復甦和民生復常。但執行初期可能會出現未
完善的問題，有關政府部門要盡快修補漏洞，用好大數
據，實現用最小代價達至最好的抗疫效果。

政府指抵港人士的絕大部分陽性個案都可以在機場
檢測和首三日的隔離中發現，只有極少數個案可能會
進入第4天才被發現。如果在這4天「黃碼」期當中能
有效限制這些人進入高風險場所，將其傳播機會降到
最低，理論上會更有成本效益。

但是，要完美達成這個目標，關鍵還是要看新機制能
否有效運作。政府部門10日表示，在兩天內收到300多
宗「紅黃碼」查詢，其中有人指二維碼顏色出錯，需要
修正。無論是抵港人士還是確診陽性的市民，均有反映
自己的二維碼沒有及時變為「紅碼」。如果有關人士不
自覺的話，這種出錯有機會增加社區傳播風險。

「紅黃碼」機制的實施需要多方配合。第一、市民需
要發揚公民意識，自覺遵守。特區政府充分尊重市民的
個人私隱，是建基於對市民自覺性的信任，控疫大局關
乎每一個人的生活，大家必須要有大局意識。有關處所
例如食肆必須嚴格執行「疫苗通行證」措施，不容「黃
碼」人士進入消費。第二、政府部門需要加強巡查執法
和宣傳解說，確保新措施實施初期不會走漏太多個案。
第三、「紅黃碼」機制需要多部門配合，抵港人士入境
後需要進行多次核酸檢測，相關結果必須準確上傳到系
統中，發現有人陽性後，當局要盡快安排將其送往隔離
治療。這關係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衞生署、消防處等
多個部門，做好部門協作是一大考驗。

政府要切實執行好對抵港人士的監督追蹤工作，以
保障「外防輸入」，再配合科技及大數據的應用，才
能真正做到穩控疫情，重建疫後經濟。

凝聚共識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
面對美國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的惡意挑釁，中國正當防衛、

強力反制，贏得170多個國家和許多國際組織的正義支持，

中國對外部勢力「以台制華」圖謀、對「台獨」勢力「倚美

謀獨」的幻想，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這一仗打得真漂亮！

中央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向台

灣同胞溫暖喊話，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新時代新

征程上推進祖國統一的基本方針，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指路引航，香港各界當齊心推進「一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凝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最大共識，匯

聚反「獨」促統磅礴力量，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的堅決反對
和反覆交涉，執意竄訪中國台灣地區，這是美
國政府縱容、安排的政治鬧劇，背後是其「以
台制華」的險惡圖謀。美國搞小圈子意圖發動
意識形態新冷戰、大搞產業鏈供應鏈等「切
割」「脫鈎」布局，目的就是意圖延續全球霸
權、遏阻中國發展。

拋掉幻想 勇於鬥爭
佩洛西惡意挑釁這個反面教材，促使世界上更

多國家、國際組織和正義人士，更加看清了美搞
小圈子破壞國際規則國際秩序、破壞聯合國憲章
不干涉內政的重要原則、大搞霸凌的嘴臉。此次
中國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以其浩然之氣，振奮

了全世界敢於向美霸權說不、勇於向美推行叢林
法則的霸凌行徑說不的凜然正氣。包括兩岸四地
的全體中國人民，對於美西方反華勢力發動意識
形態新冷戰、搞掏空一個中國原則的陰謀小手段
等，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高度警惕，中國人民不
惹事，但也絕不怕事，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
了上刀槍，要拋掉幻想、敢於鬥爭，絕不給「台
獨」分裂勢力任何生存的空間，堅決遏阻外部勢
力「以台制華」的圖謀，堅決粉碎「台獨」勢力
「倚美謀獨」的幻想。

國台辦、國新辦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
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清晰地向世界解說台灣
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依據，更廣
泛地凝聚了全球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一宣

告振奮了中華兒女的對敵鬥志，提振了全國人
民團結一心的精氣神，也給世界社會維護國際
關係準則和以聯合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帶來浩
然正氣。

有理有節 理直氣壯
經此一役，國際社會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義

聲音成為浩蕩主流，國際反霸權、反干涉的統一
戰線更加穩固強大。外部勢力對香港的「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一直不斷抹黑、攻擊，
香港要坦坦蕩蕩、理直氣壯、有理有節地向世界
清晰解說、擴大國際共識、增強支持香港「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穩定繁榮的國際力量。

白皮書向台灣民眾溫暖喊話，動之以情、曉

之以理，強調兩岸同胞一家親，「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
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這向台灣民眾傳遞
了大陸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的最大善意和
誠意，令人動容。

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受權就白皮書發表談話
時提到：「希望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
胞一如既往，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
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包括港澳台居民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
共同意志，是無法阻擋的歷史大勢，港澳同胞
要凝聚好「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共識，為實
現祖國統一大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
更大貢獻。

每項地區建設及規劃，應
從社區及市民角度出發，透

過與民共議，制定更切合地區發展和居民
需要的方案。就如灣仔海濱「海岸堤階」
和炮台山「東岸公園主題區」等，在興建
過程中吸納了不少地區人士的意見，令海
濱設施增添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點子，成
為市民假日消閒好去處。

然而，並不是每個規劃建築都能重視民
間聲音，就如南華體育會在事前未有向公
眾諮詢下，於今年3月底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申請，在加路連山道88號興建一座樓高9
層電競館，隨即引起附近居民、學校及醫
院反對，筆者也接獲不少意見，擔心對附
近交通、景觀、通風等構成負面影響。南
華會得悉反對聲音後，提出將規劃申請延
期，並於7月底再遞交規劃申請，但遺憾規
劃內容明顯沒有聽取民間意見，未有任何

大幅的改動。雖然早前有意見指，建築物
應向地底發展，減低高度，但建築物仍是
九層高的龐然大物，樓面面積仍達22,794
平方米，只減少了0.2%，唯一較大的修訂為
外觀設計，由一個灰色長方鞋盒的外形，
變得三尖八角，像破爛了的紙巾盒，與附
近恬靜的環境格格不入，今次修正未有完
全顧及居民對通風、景觀等關注。

至於居民最關注的交通問題，南華會未
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場館附近一帶的大
坑道、東院道、加路連山道均彎多路窄，
每逢舉辦大型比賽如七人欖球賽事，均會
造成附近一帶交通大擠塞，而修訂申請指
大樓會有兩個場館，共可容納2,500多名觀
眾，每年舉行六場大型賽事。至於在非比
賽日子，南華會稱只供會員及其朋友申
請，但入會申請手續簡單，與向公眾開放
沒有太大分別，場館內還有餐飲及零售設

施，以及多用途體育館和健身室等，人流
將會大增。電競館一旦落成，定必加重區
內交通負擔。

更令人憂慮的是，規劃申請中的兩個電
競場館，原來還可舉辦「其他公眾娛樂活
動」開放予公眾參與。若然場館可改作開
辦演唱會，將會對區內交通造成非常大負
擔，亦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若賽事或演
唱會期間出現交通擠塞，除令附近居民不
便外，亦對鄰近的聖保祿醫院和東華東院
的醫護和病人造成困擾。現時附近路段在
上班上學的繁忙時間已出現擠塞問題，若
日後規劃未能處理到交通問題，居民是難
以接受的。

電競近年在全球已成為新興產業，香港無疑
有需要擁有具規模的電競場館，但進行規劃設
計前，應先吸納及融入社區意見，作出優化，
否則可能隨時成為擾民的建設。

重視民意 完善電競館規劃設計
陳家珮 立法會議員

國台辦、國新辦日前發表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

一事業》白皮書，強調兩岸同胞是血濃於
水的一家人，祖國大陸願意保持足夠的耐
心和包容心，創造條件加強兩岸交流交
往，不斷加深廣大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
了解，重申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的統一方案，以逐步減少台灣同胞的誤解
和疑慮。

香港在兩岸交往一直發揮橋樑作用，並
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擔當過特
殊的重要角色。海峽兩岸的代表曾在香港
就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進行討論，
最終通過香港工作性商談和此後互致函，
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即「九二
共識」，並由此促成第一次汪辜會談，使
兩岸關係邁出歷史性一步。

在複雜多變的全球新形勢下，香港應如
何再發揮作用，促進祖國統一大業？首先
我們應該堅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把
香港建設得更美好，給台灣方面作出先進
示範。香港眾多社團組織當中亦有不少涉
台團體，應該和台灣方面多往來多交流，
在民間相互往來中增加感情，促進團結。
港澳台乃一母同胞，兩岸人民平時在來往
接觸中潛移默化，親眼所見勝於大道理，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可融化對立，最終達
至兩岸統一的目的。

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指出，
「統一戰線是黨克敵制勝、執政興國的重
要法寶，是團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
堅持」。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謀求大團
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
關鍵是要堅持求同存異，在尊重多樣性中

尋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
同心圓。國台辦、國新辦日前發表《台灣
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引
領台灣同胞深刻認識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
一、福祉繫於民族復興，正是堅持求同存
異，謀求大團結大聯合，畫出同心圓的重
大舉措。

香港在實施國安法和落實新選制下已經
步入正軌，正處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
新飛躍的關鍵期。在台灣，「台獨」勢力
企圖「倚美謀獨」，而美國眾議長佩洛西
竄訪台灣，更對台海局勢造成嚴重危害，
我們支持中央政府採取堅決有力反制措施
維護主權安全利益，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衷心希望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鬥，
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應為兩岸統一發揮積極作用
張心瑜 全國婦聯港區特邀代表南京市政協常委召集人

中央政府日前公布了《台
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

業》白皮書。兩岸統一是歷史大勢，亦是
正道。任何「台獨」分子抗拒統一、任何
外部勢力製造麻煩，均不會得逞，必然失
敗。白皮書提及「一國兩制」是實現和平
統一的重要制度安排，亦是最具包容性的
方案。為推動祖國統一事業，香港也有獨
特角色和地位，即展現「一國兩制」的示
範作用。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在7月舉辦了第三
屆和平發展論壇，探討「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的經驗與啟示」，其中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擔任主旨演講。他以歷史見
證者、參與者的身份，回顧「一國兩制」
由醞釀到實踐的成就與挑戰，值得大家深
思。

梁振英副主席提到，「『一國兩制』在
香港實踐了25年，事實證明一國之內實現

兩種制度，是完全可行的」，他以人民幣
及港幣並存為例，說明了「一國兩制」的
可行性和兼容性，助力香港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中國最主要的國際
金融中心，而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也成為了
香港GDP最大的貢獻者。

事實上，香港的種種成就有賴把握「一
國兩制」之利，擔當「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角色。換成數字說明，香港是全球
第三大金融中心、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
資中心、全球第五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更
是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航空貨運量
全球第一，以及擁有五間位列世界百強的
大學。25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舉
世公認的成功，說明了「一國兩制」是好
制度，具強大活力和韌性，亦對台灣提供
有益借鑒和正面示範。香港有使命、有責
任對外說好「一國兩制」的成功故事。

白皮書提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

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現時「一
國兩制」已為兩岸開創廣闊的空間，台胞應
更主動參與、積極提出對和平統一的想像與
意見。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人，國
家心繫台灣同胞福祉，歷年展現最大的善
意，例如對台31條、26條、農林22條等，
瞄準台胞台企的特殊需要，為他們參與國
家發展提供更便利的條件、更大力的支
持。隨時間的推移，廣大台胞必定重新認
識「一國兩制」，在兩岸同胞共同致力實
現和平統一的過程中，「一國兩制」台灣
方案的空間和內涵將得到充分展現。

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
所在、民心所向。我們堅決反對「台獨」
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
「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在中華民族
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香港和台灣同胞
定然不會缺席，將發揮獨特作用優勢，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一國兩制」是國家和平統一最佳方案
陳亨利 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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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立法會議員

莊健成選委會委員新界潮人總會主席

文 匯 論 壇A10

20222022年年88月月131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

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張卓立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