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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五號航天員乘組與神舟十四號航
天員乘組在中國空間站完成了首次在軌交
接，隨後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返回地球
在東風着陸場安全着陸，這將成為中國航
天工程未來發展的常態，並逐步形成在中
國空間站上有航天員長期駐守，根據航天
科研任務等需要，決定駐守空間站的時間
和輪換頻率。神十五、神十四在軌交接，
神十四安全返回，標誌着中國航天進入了
新發展階段，將促進中國航天向高質量發
展方向邁進，推動空間科學、空間技術、
空間應用全面發展，開啟全面建設航天強
國新征程，為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太空
領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類
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中長期科學研究計劃將陸續展開
如果說二十一世紀首20年是互聯網時代，

那麼未來20年將是太空時代。人類進入太空
時代後，將深刻影響人類對這個世界和自身
的認識。因此，誰對太空探索更深更廣，誰
就更有發言權。建造中國空間站，建成國家
太空實驗室，是實現載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的重要目標，是建設航天強國、科技強
國的重要標誌和基礎。進入新世紀以來，中
國太空探索的步伐明顯加快，航天發展進入
了快車道，呈現出跳躍式發展。未來中國將
有選擇地開展針對中國太空探索的中長期科
學發展目標，進行重大科學問題的前沿探索
與研究，爭取在黑洞、暗物質和暗能量以及
外太空生命的探索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太空研究領域為人類作出更多貢獻。

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太空活動急劇增
多，太空安全問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
關注。在太空「一超多強」的整體格局下，
太空活動已經從近地空間安全向深空拓展，
從太空物理領域向信息領域和網絡領域拓

展。太空安全關係到人類共同發展利益，需
要共同推動構建一套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的
國際太空安全治理機制。太空治理與全球安
全息息相關，太空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各個國
家的廣泛參與，只有參與到太空安全治理的
行列，才能在太空安全治理中擁有發言權。
中國加快推進航天強國建設，秉持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來沒有搶奪太空資
源和稱霸太空的意圖，一直期待繼續同各國
齊心積極參與太空治理與交流合作，維護太
空安全，促進太空活動長期可持續發展，倡
導和平利用太空。

通過各個平台倡導和平利用太空
中國是航天大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

是全球少數幾個具備太空資源開發能力的國家
之一。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為了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參與並引領太空資源開發的
管理活動，在聯合國框架內積極倡議和平利用
太空，倡導在太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
念。2022年11月1日，第76屆聯合國大會裁
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表決通過「不首先在外空
放置武器」決議和「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進一
步切實措施」決議，兩份決議就包含了由中國
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另一方面，
由於太空治理日益引起全球的關注，全球也意
識到太空安全面臨的威脅愈來愈大，故此中俄
等國提出了「防止在外層空間放置武器、反對
向太空物體威脅或使用武力」的草案，致力為
保護共同的地球家園，為服務於人類太空文明
進步而努力。

至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則經常有意誇大太
空環境安全威脅，提出各種太空活動行為準
則倡議，試圖避開國際社會關注的太空非武
器化和防止太空軍備競賽的注意力。不過，
他們一意孤行，還積極挑起太空軍備競賽，
提出所謂的倡議最終還是遭到了挫敗。

上周中央派出高規格團隊，包括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
春耀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
來港宣講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講會除了邀請
政商界社會賢達出席外，亦在網上進行直播
讓公眾收看，使廣大市民也可以參與其中，
讓全社會共同就深化學習二十大精神上了深
刻而寶貴的一課。

這次特區政府主動邀請中央派出宣講團來
港解說，反映了香港特區自上而下、不同階
層對於學習二十大精神的主動渴求，希望可
以獲取最權威、最準確、最及時的資訊。香
港社會自中共二十大勝利閉幕以來，不同階
層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積極舉辦各類學
習活動。以筆者為例，不論在議會還是在社
區，參與過的學習活動不計其數，有議案辯
論、座談會、專題講座、分享會等不同形
式，可謂豐富多樣及包羅萬有。其中在議會
討論二十大精神，更是過去舊選制下難以想
像的畫面。當年若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討論黨
代會精神，必然會引起反中亂港政客的極大
反制。因此今天一切的良性轉變，正深刻地
反映着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實現由亂到
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一頁。有關的學習成
果亦得到了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楊萬明的高
度肯定，更以「三個確定」勉勵大家在這個
學習基礎下進一步深化探索，為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更好地發揮作用。

二十大報告亮點甚多，其中
最受港人關注的就是有關「一
國兩制」的部分。二十大報告除了向港人大
派定心丸，表示「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
及堅定不移外，亦提醒香港各界要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就此，沈春耀主任
特別提到了基本法原意是堅持行政主導並非
「三權鼎立」，糾正了過去香港社會曾經有
人以三權分立理解基本法，並企圖以司法約
束行政當局。如果結合最近終審法院就黎智
英案可否聘用海外律師的裁決，便會發現沈
春耀主任提到的情況並不罕見，即使是法
庭，也可能對香港國安法認識存有落差，需
要特首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因此，透
過宣講團現身說法，對於我們準確認識二十
大精神絕對大有禆益。

雖然宣講會只歷時兩天，可是香港社會的
學習並沒有隨宣講完畢而告一段落。相反，
這次宣講會進一步播下了繼續學習二十大精
神的火種，並推升了社會持續深化學習的火
焰，相信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學習二十大精
神的氛圍必將持續蔓延至社區各個階層，並
團結廣大香港市民積極投入「一國兩制」事
業建設，為國家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
出重要的貢獻。

深
刻
領
悟
二
十
大
精
神
齊
心
建
設
家
國

梁 熙 立法會議員

港鐵事故頻生愧對市民 「一鐵獨大」須檢討
港鐵周一早晨繁忙時間再出事故，將軍澳站附近有列車車卡

懷疑鬆脫、緊急制停，包括一名孕婦在內的1,500名乘客沿隧

道狼狽撤離，服務暫停4個多小時，將軍澳一帶交通大混亂。

港鐵作為本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11月13日才發生荃灣

線油麻地站懷疑列車出軌、車門飛脫事故，不到一個月再出事

故，嚴重影響市民的上班上學，市民對此極不耐煩、感到不可

接受。港鐵列車機件頻出事故，反映港鐵管理出現問題，必須

徹查、改進。港鐵享受政府給予市場主導地位，服務卻頻頻

「暫停」、權責不匹配，政府必須對港鐵嚴肅問責，並認真傾

聽民意、下決心檢討改變「一鐵獨大」的問題。

文平理

港鐵是本港市民最依賴的交通工具，每日乘
客量最高達460萬人、平均390萬人，佔公共
運輸總載客量的四成七。因此，準時、高效、
安全是市民和政府對其的共同期待，港鐵也因
此成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亞洲大都會的
標誌性象徵之一。但近年港鐵出現安全事故的
次數越來越多，越來越頻密，受影響的市民群
體亦越來越龐大，如2019年荃灣線中環站撞
車、東鐵線紅磡站出軌、2021年銅鑼灣站有列
車撞毀廣告牌導致車門脫落、今年10月3日屯
馬線烏溪沙至鑽石山段出現信號故障列車服務
暫停、今年11月13日荃灣線列車在油麻地站
撞毀車門並出軌等。面對眾多事故、市民出行
及安全大受影響，市民不禁要問：港鐵到底可
不可以保障市民準時、安全出行？港鐵享受政

府給予的市場主導地位，如何切實做好服務、
權責匹配？港鐵須直面民意質詢，絕不可再縮
身閃躲。

享受市場主導地位須做好服務
港鐵須徹底檢查機件故障老化等安全隱患

問題，並檢討檢查維修等安全管理措施有何
漏洞、及時完善。此次接駁兩節車廂的機件
老化導致故障，11月13日事故是隧道護欄移
位、與列車發生碰撞，去年12月銅鑼灣站事
故是承辦商沒有鎖好軌道旁廣告牌裝置等，
這些事故接連發生，既顯示港鐵未有及時解
決機件老化等問題、未有及時做好更換列車
等工作，更揭示港鐵的安全管理措施有極大
改善空間。

上月油麻地站事故後，港鐵對出事列車內乘
客的疏散問題，作出針對性解決，此次將軍澳
站列車出事，雖然港鐵職員及時指揮，消防及
救護人員及時到場，市民獲得有序疏導、安全
撤離，但如何最快、最有效減低市民出行受阻
問題，仍有不足，現場欠缺指引，接載交通工
具不足，導致交通大混亂。

現行罰款機制要改革
港鐵須全面檢討管理及營運問題，拿出改

革方案、做到權責匹配，並要考慮對受事故
影響的市民進行補償。按照港鐵現行的「服
務表現安排」機制，當港鐵發生延誤超過半
小時的嚴重事故，便須向政府繳付罰款，每
宗上限2,500萬元。2019年港鐵發生多宗大型

事故，導致罰款金額達8,650萬元的歷史高
峰。但正如有識之士指出的，港鐵罰款機制
只針對港鐵公司，與管理層無關，且政府是
港鐵大股東，只罰港鐵等於罰政府和納稅
人，因此港鐵出事故應重罰港鐵管理層，並
對當日受事故直接影響的市民作出交通補
償，並以罰款促進港鐵積極變革、以優質服
務回饋市民。

港鐵頻出問題，政府亦有責任。多年來，各
界人士呼籲政府正視港鐵「一鐵獨大」、政府
交通政策過分倚重港鐵等問題，建議政府在建
設新的鐵路線時，考慮引進更多市場競爭者，
包括合理擴寬巴士的營運空間，促使港鐵更專
注保持優質安全的交通服務，更好保障市民出
行的安全高效。

今年政府施政報告公布興建3萬個「簡約公
屋」，總開支約267.9億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
會昨日討論相關事宜，有議員質疑每個單位建造
成本平均89.3萬元過於高昂，又質疑政府在資料
不全情況下，向立法會申請一筆過撥款。其實，
「簡約公屋」需要進行土地平整等基礎建設，造
價表面看來較普通公屋貴，不過能夠盡快改善苦
候上樓劏房戶等基層市民居住環境，而且有關基
礎建設亦可供未來發展之用。「簡約公屋」急民
所急、物有所值；政府就「簡約公屋」向立法會
申請一筆過撥款，亦是為了簡化審批程序，提
速、提效、提量、提質增建房屋，解決香港深層
次矛盾，立法會應理性看待問題，既要合理監督
公帑用得其所，亦要與政府共同努力，加快「簡
約公屋」興建速度、為民謀福。

眾所周知，本港未來十年的公屋供應是「頭輕尾
重」。若能夠在短期內興建「簡約公屋」，早一日
讓居住在劏房的基層市民擺脫蝸居苦況，「簡約公
屋」其實是「速成公屋」，具迫切性和必要性。

雖然，從賬面計算，興建3萬個「簡約公屋」，
總開支約267.9億元，平均每個單位要89萬元，
比普通公屋的成本更高。但從政府公布4個「簡約
公屋」地塊選址來看，在較偏遠的地塊實在是超
前發展，需要由建築署自行進行土地平整、排水
工程等基礎建設，這些前期工程的成本必不可
少。而且，日後這些基礎建設也用得上，並無浪
費。而且扣除60多億基礎建設開支，3萬個「簡
約公屋」的總成本為200億元，以200億分攤到萬
個單位，每個「簡約公屋」成本大約68萬元，與
普通公屋每個單位65萬元的成本相若。

在討論「簡約公屋」造價時，最不應忽視的重
點是，「簡約公屋」能夠真正幫助劏房戶改善居
住環境。有一些意見認為，政府興建「簡約公
屋」不如繼續提供房屋現金津貼，紓緩基層市民
經濟壓力。事實上，現金津貼並不能改善劏房戶
的居住環境，只有入住「簡約公屋」，劏房戶才
能徹底擺脫承受多年的劏房之苦，在入住「簡約
公屋」期間又可繼續輪候公屋，利益有增無減。
雖然「簡約公屋」看起來有些「貴」，但能迅速
有效解民所困，立法會議員、社會大眾應該懂得
取捨。

至於有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就「簡約公屋」
要向立法會申請一筆過撥款的做法，認為議員要
確保公帑運用把好關。無可置疑，立法會有監督
公帑運用的責任。不過，也要看到，立法會議員
經常強烈要求政府盡力增加房屋供應，化解長期
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興建「簡約公屋」涉及
水、渠及道路加闊等基建工程，需盡快開展，若
分拆申請撥款，增加審批的行政程序，將問題複
雜化，難以達到壓縮建造房屋時間的效果，這是
否與議員要求政府加快房屋供應的呼籲自相矛
盾？

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
政府和立法會都是愛國治港者的中堅，興建「簡
約公屋」，盡快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是政府
和立法會的共同目標。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供更全
面資料，以利議員監督「簡約公屋」撥款審批、
款項運用，立法會、區議會、各個地區社團也應
與特區政府攜手合作，簡化審批程序，令「簡約
公屋」早日興建、落成，共同為民謀福祉。

「簡約公屋」實是「速成公屋」 急民所急物有所值
凌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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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2020年6月實施香港國
安法以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實現
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
折，反中亂港組織分崩離析。不

過，最近在本港發生的諸多事件反映，少數反中
亂港分子又蠢蠢欲動，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
華也提醒，「香港特區維護國安的形勢依然嚴峻
複雜」。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確保香港國
安法的有效實施之餘，更需要從校園教育入手，
防範反中亂港勢力死灰復燃。

早前，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會發表一則涉及修
例風波中理大暴力事件的帖文；另外，該會在上
月初發起所謂給在囚者信件的徵集活動。浸會大
學傳理學院被視為培養傳媒工作者的搖籃，但學
生的舉動，明顯違反傳媒報道事實真相的初衷，
是企圖再次借大學校園的所謂「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為藉口煽仇播「獨」，為黑暴招
魂。所幸的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明辨是非，
對那些美化理大暴力違法行徑的學生予以教育和
懲戒，勒令該校傳理學會停運3個月，讓學生接受
正確價值觀的教育，避免校園政治化，防範有人
借校園鼓吹「港獨」。

與此同時，最近港隊參與國際賽事時多次出現播
錯國歌，或在國歌播放時標示錯誤的歌名等事件，
無獨有偶地都與「港獨」歌曲有關，背後究竟有沒
有人故意為之，相信明智的人一眼就能看穿。

香港作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大都會，在現
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本地校園以及海外賽
事接二連三出現為「港獨」張目的事件，反映反

中亂港勢力並未因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而消失殆盡，不少反中亂港分子逃到
海外，正利用身處海外、逃避本港法
律追究的便利，無所不用其極，勾結
外部勢力繼續進行反中亂港的惡行。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最近提醒，本地部分校園近來
出現的示威行動有高度組織性，是再次出現「顏
色革命」的雛形。可見，打擊鼓吹「港獨」、分
裂國家的違法言行，必須從嚴處理，要將其消滅
於萌芽階段。

回顧過往在本港發生的違法暴力事件，無論是
2014年的違法「佔中」，還是2019年的修例風
波，部分學生和青年被人洗腦，成為違法暴力活
動的「馬前卒」、犧牲品。回歸以來，一些別有
用心的所謂法律學者、政棍、訟棍，千方百計攻
擊、阻礙愛國教育，導致部分香港學生、青少年
國民身份認同薄弱，大學校園更成為「港獨」、
暴力思潮長期滲透、荼毒學生的基地，將社會未
來棟樑推向反中亂港、違法暴力的深淵，這是在
摧毀香港的未來。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大中小學紛紛推出學生必
修的國家安全課程，「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即使在開始的一兩年，未必馬上見到成效，但仍
必須長期落實執行，因為培養愛國愛港、遵紀守
法的價值觀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經年累月的沉
浸，需要教師、學生更多透過真實情況感受、認
識香港落實香港國安法、恢復法治穩定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這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的重要保障，與學生的前途利益息息相關，引導
學生更堅定地抵制一切反中亂港言行。

從教育層面制止反中亂港言行死灰復燃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李江勝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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