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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主任 右( 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合影。 中聯辦網圖

王志民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香港商報訊】據中聯辦網訊，4 月 15 日下午，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來港參訪的台灣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一行。
王志民對宋楚瑜主席率領親民黨粵港澳訪問團一行
來港表示歡迎，讚賞宋楚瑜主席和親民黨在推動兩岸
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期盼引領更
多島內有識之士，共擔民族大義，共謀同胞福祉，為
推動新時代兩岸關係新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王志民表
示，香港在兩岸關係歷史進程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作出了積極貢獻，處理有關涉台事務是香港中聯辦的
五項職能之一，我們歡迎台灣朋友到訪中聯辦，並熱
忱為廣大台胞服務。
王志民介紹了香港回歸祖國 22 年來取得的巨大成
就和當前持續穩中向好的發展形勢，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既為香港提供更多政策紅利和創新動力，開闢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也是台灣優勢產業和人才大展身
手的舞台，並為台灣優質產品提供廣闊的市場，在深
化兩岸融合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歡迎
宋楚瑜主席帶領更多的島內朋友來港交流，共同分享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帶來的機遇。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參訪團開始大灣區行程
另訊，宋楚瑜率領的親民黨參訪團 15 日上午從台
北啟程前往香港，開始粵港澳大灣區訪問行程。
宋楚瑜在機場對媒體表示，大陸正全力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此行將實地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對台灣將
有何影響與商機。粵港澳大灣區是 1980 年以後台商聚

60 議員申請加入法案委員會

李家超：修逃犯例有急切性
見記者，認為無論最終洗黑錢案的判決如何，香港亦
需要有法律去處理殺人案，令在台灣殺人的疑犯接受
法律制裁。他說，香港並無法律依據移交台灣殺人案
疑犯是事實，重申修例具有急切性，本港需要有制度
處理與台灣殺人案類似的案件，例如恐怖分子，直言
不能讓逃犯在香港自由遊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馮
煒強報道：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
犯條例》，立法會將成立法案委員
會處理，截至昨日上午 11 時，已
有 60 名議員有意加入委員會，當
中建制派佔多數、達 36 人，非建
制派則有 24 人。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昨日表示，香港並無法律依據移
交台灣殺人案疑犯，重申修例是有
急切性，會以尊重、只談個案態度
與台灣方面溝通。

張建宗強調要堵塞法律漏洞

李家超表示，修訂逃犯條例有急切性。 記者 馮瀚文攝

不能讓逃犯在香港自由遊走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周五決定成立法案委員會，處
理《逃犯（修訂）條例草案》，現時已有 60 名議員申
請加入。對於有反對派議員質疑 3 日報名期太短，並
揚言向秘書處投訴，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表示，根

據守則，由提出成立法案委員會的最資深議員負責召
開法案委員會，當日即席報名的議員中，最資深的是
經民聯石禮謙，因此由他決定報名的期限，強調一切
都按程序行事，認為對方的投訴並不公道。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早前已在東區法院承認 4 項
洗黑錢罪名。李家超昨日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後

李家超表示，希望通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
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以互相尊重和只談個案的
方式商討移交疑犯的安排，若立法會通過修例後，便
可安排移交台灣殺人案疑犯。對於有商界建議修例不
設追溯期、限制只可處理判監 7 年或以上罪行等，他
回應稱明白不同人士有不同想法，相信在立法會法案
委員會將充分討論和解釋，強調政府會利用不同機會
解釋立法目的。
此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時表示，當局提出移交逃犯的新安排是要堵塞法律
漏洞，彰顯公義，令香港不要成為逃犯天堂。對於反
對派議員擔心修例將影響新聞和言論自由，他呼籲議
員應該看事實，強調香港並無新聞審查，政府並無干
預任何傳媒機構操作，而本港現時有約 80 家外國傳媒
運作，一直發揮活躍的監察角色。

集最多的地方，佔大陸台商總數的三分之一。隨時
代變遷，台商需要轉型，他將前往實地了解台商有哪
些困難，幫助台商因應國際貿易新形勢。他說，親民
黨的一貫主張是兩岸一中、反對 「台獨」，炎黃子孫
不忘本、兩岸兄弟一家親。和平沒有輸家，他會用誠
意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用溝通化解誤會，願意做溝通
的橋樑，期盼兩岸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
親民黨表示，這是繼 2014 年之後，親民黨再次正式
組團訪問大陸，將前往香港、澳門、珠海、中山、佛
山、廣州、東莞、深圳等城市。
參訪團包括商業人士及多位財經、醫學、水利等領
域的專家學者。此行專注經濟議題，是學習之行、探
索之行、溝通之行，更是為台灣青年及下一代子孫的
展望規劃之行。

民建聯將提草案
吸引非本地醫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民建聯昨表示，
將會就增加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工作的吸引力，提出
私人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三公布內容。民建聯衛生事
務發言人蔣麗芸表示，草案內容不會涉及修改醫委會
審批權或為求增加醫生數量而犧牲質素的問題。

不涉及修改醫委會權力
本身為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的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表示，為增加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吸引力，
同時為公營醫療系統提供一批穩定服務年期醫生，
擬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該草案經過深思熟慮才提
出，已研究數個月。
同時，蔣麗芸強調今次草案內容不涉及修改醫委
會審批非本地培訓醫生是否有資格來港執業權力，
並指草案經過深思熟慮才提出，已研究數個月，希
望在確保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質素不變前提
下，增加誘因吸引他們來港服務。
蔣麗芸稱，將提出的草案是以市民利益為本，與
醫委會正討論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免實習期方向一
致。而在草案公布後，民建聯會繼續聽取各方意
見，與其他政黨合作持開放態度，希望各黨派立法
會議員支持草案。

拯溺員工會促請
正視人手不足危機

港駐美專員撰文指 「一國兩制」 成功
【香港商報訊】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麥德偉
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的文章指出，自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香港堅持了普通法系的傳統，
同時堅持獨立的司法作為支撐——二者均體現了 「一
國兩制」原則的本質。香港司法的完整性在國際上得
到認可，同時國際商業團體表示對香港的法律制度頗
有信心。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出爐的排名表，香港的司
法獨立性在亞洲位列榜首。

連續 25 年評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信奉法治，這維持了我們自由、開放、有活力的
名聲。在美國凱托學會2018年人類自由指數排名中，該
學會將香港列為全球第三，正說明了這點。另外，香港
連續25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至於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的安排，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聲明，這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僅僅因

為便利性就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提交國歌條例草案，旨在維護國歌尊嚴。提交
的國歌條例草案不是為了限制人民的權利和自由，而
是為了提供指導，告訴人們如何使用國歌，尤其是為
了指導人們避免使用不當，比如不可用作商業用途，
不可故意以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
至於對立法會當選委員的宣誓要求，莊重的就職宣
誓幾百年來一直都是全世界政府的做法。在美國，我
知道，憲法要求即將就任的國會議員進行宣誓。
香港媒體充滿活力，不受限制，使得香港擁有強大
的公共話語權。我們堅持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在
維護香港國際媒體中心的聲譽方面至關重要。而基本
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證了這兩種自由。這就
解釋了為何香港成為眾多媒體集團的地區總部，比如
《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彭博新聞社和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香港仍堅決遵守國際義務，維護其負責任的利益攸
關方的聲譽。我們一直在通過地方立法實施並嚴格執
行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的制裁。作為金融行動工作組和
亞太反洗錢小組的成員，香港還積極參與打擊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行動。

應該整體看待香港的進步
香港和美國長期享有互利共贏的經濟利益以及密切
的文化往來。除了商業利益，香港與美國的合作還拓
展到多個方面，包括執法、教育、科研和文化事務。
美國人民和香港人民珍惜我們之間牢固的紐帶關係。
和任何社會一樣，香港也面臨挑戰。 「一國兩制」
的新概念吸引人們對其進行仔細研究，這可以理解。
但不應通過狹隘的視角對香港進行研究。應該整體看
待香港的進步，應該有信心，相信我們的人民將積極
維護我們所珍視的自由。

國際發明展 港大奪 10 獎大豐收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大學昨公布
於 4 月 10 日至 14 日舉行的第 47 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中大豐收，合共贏取 10 項獎項，包括 1 項評判特
別嘉許金獎、4 項金獎及 5 項銀獎。今年的活動有來
自 40 個國家的發明家和 800 家機構參展，所有創新獎
項由 82 名專家組成的評審團評選出來。

透明導電膜獲特別嘉許金獎
其中，港大獲得評判特別嘉許金獎的發明為 「透明
導電膜」，由香港大學衍生光電公司杰峰柔光電研
發，用於新興電子產品的嵌入式金屬網透明導電膜。
金獎方面，獲獎發明分別為由港大工程學院土木工
程系湯初陽教授團隊研發的 「便攜式濾水器」，可有
效去除污水中的重金屬和微生物的納米結構高效水淨
化膜；由港大牙醫學院金力堅教授與榮譽副教授伍士
銓牙醫共同研發的 「NJ 牙刷」；由港大李嘉誠醫學院
內科學系徐愛民教授的團隊研發的 「使用中性粒細胞

彈性蛋白和蛋白3 作為診
斷生物標誌物的方法和組合
物」；由港大理學院生物科
學學院 Dr.El-Nezami Hani 團
隊研發的 「一種有潛力用於
治療肝細胞癌的新型益生菌
混合物 『Prohep』」。
銀獎方面，則包括由港大
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梁耀彰
教授領導團隊研發的 「紙電
池」；由港大李嘉誠醫學院
生物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
科學系胡勇博士領導團隊研
發 的 「軟 機 械 人 復 康 手
套」；由港大工程學院機械
工程系岑浩璋博士領導團隊研發的 「Project ADEN：
經濟實惠的自動化多樣化封裝」；此外，還有 「虛擬

香港大學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取 5 金獎 5 銀獎。
實境飛機檢查培訓系統(ReVAI)」，以及幫助孩子計
劃飲食和預防肥胖的 「
SmartEat」。

港人每日耗紙巾逾 6500 萬張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世界綠色組織昨公布一項
「大紙」調查結果，發現港人平均每日消耗逾 6500 萬張紙手
巾、近 3000 萬張抹手紙及近 1000 萬張濕紙巾，估計合共重近
176 公噸，相等於近 12 輛巴士的重量，可見港人耗紙量十分驚
人。組織呼籲全港市民、大中小企業及商戶，於 7 月 15 日參與
「惜紙行動」及 「惜 『紙』一天」，齊齊減少用紙，將香港推
動成為綠色都市。

7 月舉行「惜紙一天」行動
世界綠色組織調查發現，港人每
日使用紙巾數量十分驚人。

組織於去年 8 月中至 8 月底於全港街頭訪問 500 名 18 歲以上市
民，發現出外用膳時有57.7%人日用2至4張紙巾，8.1%人使用8至
10張，6%人更使用超過11張，從此推算港人外出用膳日耗3470萬

張紙巾。調查另發現港人即使食住家飯也毫不 「
惜紙」，紙巾消耗
量達 3040 萬張，平均每人每日用 8.74 張。該調查又發現港人在家
用膳時使用紙巾的習慣與在外相若，消耗了逾3040萬張紙手巾。
調查亦有問到抹手紙及濕紙巾使用情況，47.5%人每日使用 2
至 4 張抹手紙，21.2%每日用 5 至 7 張，推算港人每日使用 2900
萬張抹手紙。濕紙巾則有 19.7%及 16.2%人分別表示每日用 2 至 4
張或 1 張，估計每日消耗量為 980 萬張。組織指，抹手紙及濕紙
巾皆無法回收，但只有 32.8%人知道抹手紙不能回收。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表示，現時年輕人習慣使用紙
巾，因此應由教育做起，鼓勵學生以手巾代紙巾。該組織將於 7
月 15 日舉行 「惜 『紙』一天」行動，呼籲市民及商戶減少用
紙，預計有約 300 至 400 間商店參加。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左二)與各拯溺工會代表講解
人手情況。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近年康文署持
續未能招聘足夠救生員，人手不足令部分泳灘和泳
池關閉。政府康樂助理員工會、港九拯溺員工會、
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及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昨日召開記者會，均指政府應要手處理前線人手
緊張，以免 「
有站崗無人手」，危及泳客安全。
港九拯溺員工會和香港拯溺員總工會預料，人手
緊張有機會令今個夏季的公眾泳池和泳灘出現大規
模關閉；政府康樂助理員工會就表示，前線人手不
足，令他們編配工作上有困難，而康文署亦未有為
泳灘制訂處理人手短缺而需有序關閉救生崗位的行
動指引，難以保障泳客的安全。

要求成立救生員訓練學校
工會代表指出，過去 3 年全港季節性救生員人數空
缺，在旺季和非旺季月份均有明顯上升趨勢，在
2018 年旺季月份的基本需求為 953 人、但欠 279 人，
招聘不足比率為 29.3%；相比 2016 年需求為 926 人，
惟欠 131 人，招聘不足的比率為 14.1%，大幅上升。
雖然泳池可局部關閉，但泳灘範圍廣不能關閉，故此
工會一直促請康文署公布救生員當值數字，讓市民根
據泳灘或泳池的人手現況，自行判斷是否安全。
工會代表續指，康文署目前只靠不定期抽調泳池和
泳灘的資深康樂助理員，客串擔任教練，欠缺一支正
式編制的專業團隊培訓救生員，他們要求政府成立救
生員訓練學校，專門訓練救生員入職和在職培訓，並
要求部門嚴謹把關救生員的入職考試水平和指標。
此外，各工會再次建議政府盡快檢討公務員救生
員的職系架構，考慮將技工職系提升至專業職系，
改善其薪酬待遇水平，以吸引新人入行。

全城防蚊滅蚊啟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食環署昨日公
布，3 月份全港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由 2 月份的
0.1%上升至 1.1%。上月在 57 個監察地區中，28 個地
區錄得正指數，指數介乎 0.8%至 6.6%，長洲為指數
最高的地區。食環署提醒市民，須於雨季來臨前及
早採取有效措施防治蚊患，而各相關政府部門亦於
昨日啟動全城防蚊及滅蚊行動，以加強防治蚊患。
全城防蚊及滅蚊行動的重點控蚊工作，包括在民居
附近 100 米範圍內樹木茂盛的地點每星期使用霧化處
理方法，殺滅成蚊；每星期進行巡查、清理積水、施
放殺蟲劑及清除棄置的水載容器，防止蚊子滋生；以
及進行除草工作，消除潛在蚊子棲息地方。
食環署防治蟲鼠視察小組亦加強巡查建築地盤及針
對蚊子滋生地採取執法行動。今年截至 4 月 7 日，食
環署就有關處所內發現蚊子滋生共提出 26 宗檢控，
包括 25 宗涉及建築地盤和 1 宗涉及其他處所的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