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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靈桂：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

應以培育新優勢等為標準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 『一國兩制』 香港實踐 25 周年：成
就、經驗與展望」 學術研討會 21 日以視頻連線方式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
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在
線參會。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致辭表示， 「一國兩
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
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
為世界發展作出的新貢獻。香港回歸 25 周年正值 「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面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前所
未有的風險， 「越是這個時期、這個時刻，越需要我
們總結歷史經驗，以更寬廣的思維譜寫 『一國兩制』
新篇章。」
他指出，開展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應以 「培育新
優勢、發展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為標
準，敢於針對 「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變
化新挑戰，打破舊思維、破解新課題，提出有實效性

針對性可行性的意見建議，推動 「一國兩制」和港澳
研究領域的理論創新，共同推動 「一國兩制」偉大事
業航船不斷行穩致遠。

鞏固安全下重點發展經濟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指出，總結 「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經驗，有四點不容忽視：必須堅持 「一
國兩制」方針不動搖、堅持中央主導和發揮特區主責
作用、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堅持依法治
港。過去兩年多來，主要解決了香港安全問題，下一
步要在鞏固安全前提下重點解決香港發展問題，既要
把餅做大，又要切實讓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更公平
惠及全體港人，從而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

定。

要切實做到「四個要」
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黃平表示，香港正
處於由治及興關鍵時期，要切實做到 「四個要」，即
「底 線 要 守 住 」 、 「發 展 要 保 住 」 、 「民 生 要 兜
住」、 「人心要摟住」，同時香港社會要更積極主動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香港特點特色，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莫紀宏從憲法學視角，
強調特別行政區制度既要從基本法角度思考，也要特
別注重從憲法學角度、從整個國家憲制角度加以研
究，進而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更科學、完整、全面、
合理的法律依據。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台港澳
研究中心、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辦。與會專家還圍繞
增進國際社會對 「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更好鞏
固提升香港既有優勢、在新起點上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新征程等展開討論，為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建言獻策。

第 2 輪到戶打疫苗本周展開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表示，現時第 2 針接種率九成在望，第 3 針
接種人口亦有逾五成。他又指，本周起特區政府將展
開第 2 輪 「疫苗到戶接種服務」，為已登記的市民打
第 2 針新冠疫苗，之後亦會有第 3 針疫苗和第 4 針疫苗
的上門接種安排。

深入了解前線人員的抗疫實況，有助制定更 「貼地」
的政策措施，日後再有突發情況，無論是政府或民間
都能快速動員協作，互相補位，為市民提供到位的服
務。

聶德權感謝抗疫義工奉獻

聶德權表示，接種疫苗是當前受到感染後降低患上
重症及死亡風險的最有效方法，從去年 2 月底起推動
疫苗接種，一路走來，從不鬆懈，按形勢調整服務安
排，由開設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到私家診所參與，外展
接種服務走訪各區、再到流動接種車，以至到戶打
針，逐步推動，應對不同市民的需要，現時第 2 針接
種率九成在望，第 3 針接種人口逾五成。
而截至上周五，疫苗到戶接種服務已收到逾 23000
個登記，這 4 星期走訪了全港 18 區，為接近 10000 人
上門打針，當中 8400 人屬第 1 針接種。他指，今周開

聶德權昨日在其社交網站發文表示，日前與連線總
召集人陳振彬及秘書長徐海山一起落區，與約 20 名義
工見面。他指，義工們無論在營運電話熱線中心，整
理、包裝及派發抗疫物資，以至在政府 4 月下旬推出
的 「疫苗到戶接種服務」，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
他續說，希望透過會面親身向他們表達謝意，亦期
望藉面對面的傾談，從他們的經驗和意見分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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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破 3 個私煙倉
海關檢 7700 萬元貨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海關一連兩
天分別在柴灣和鴨洲搗破 3 個懷疑私煙貯存倉庫，
檢獲共約 2800 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約 7700 萬元，
應課稅值約 5300 萬元，為海關過去 21 年破獲的最大宗
私煙貯存倉庫案件。

被捕涉案 3 男子今日提堂
海關人員前晚在柴灣進行反私煙行動，在一個工業
大廈單位和一輛貨車內檢獲約 800 萬支懷疑私煙，並拘
捕 3 名涉案男子（28 至 53 歲）。跟進調查後，海關人
員昨日凌晨在另外兩個位於柴灣和鴨洲的工業大廈
單位內再檢獲約 2000 萬支懷疑私煙。
案件仍在調查中。海關會繼續追查私煙的來源及去
向，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3 名被捕男子已被落案控
以 「處理應課稅品條例適用的貨品」罪，將於今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海關表示，將會繼續根據風險評估和情報分析從源
頭堵截，並透過針對貯存及分銷販賣多管齊下的執法
策略，致力打擊私煙活動。
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輸入或
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200 萬
元及監禁 7 年。根據應課稅品條例，任何人若處理、
管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2 年。

撼泊路旁旅遊巴
新巴司機傷重亡

第 2 針接種率九成在望

團體促將空置公屋改作中轉屋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公屋輪候時間持
續攀升，民間團體 「關注安置政策連線」昨日公布一
項調查結果，指向政府索取數據後發現，本港 45 個入
伙 40 年或以上的公共屋中，有 874 個空置單位，其
中觀塘區最多佔 36%，葵青區就佔 18%。連線建議政
府將空置單位改建為中轉房屋，臨時收容受政府清拆
或執法行動影響的居民。
負責調查的 「關注安置政策連線」表示，不少基層
家庭因住在非法改建的房屋而被逼遷，例如天台屋、
工廈和平台僭建物。被逼遷的租客可選擇入住當局在
屯門寶田的臨時收容中心，但現時安置設施不足。

消防接報到場救出受困新巴司機，惜搶救後不治。

聶德權在社交媒體表示，本周將開展第 2 輪上門接
種服務。
聶德權社交媒體圖片
始會展開第 2 輪到戶接種，主力為到期的已登記市民
打第 2 針，之後還會有第 3 針和第 4 針。

「安心出行」熱線
今起投入服務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昨日宣布， 「安心出行」電
話熱線今日起投入服務，處理市民有關安裝或使用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查詢，例如程式的功
能及更新、儲存及展示 「
疫苗通行證」等。

電話 26263066 朝七晚九運作

874 單位閒置 半數丟空逾年

「關注安置政策連線」 籲將長期空置公屋單位改
作安置用途。
記者 崔俊良攝

連線續指，經研究去年底被房屋署列入 「特快公屋
編配」名單的單位，發現全港約有 874 個空置單位，
當中近半空置超過 12 個月。以觀塘區數量最多，有約
300 個，佔整體約三成半，其次是葵青、黃大仙和東
區。
資料顯示，單位空置原因包括屬 「凶宅」，有近
200 個，其他則包括本身位置欠佳，如單位近機房、

垃圾房或沒有升降機等。連線表示，公屋是珍貴資
源，建議政府將空置單位改建為中轉房屋，臨時收容
受政府清拆或執法行動影響的居民，並全面檢討現行
的安置政策。
在記者會上有荃灣天台屋住戶說，因被逼遷但無法
負擔房租金，暫時入住屯門臨時收容中心，但地點
遠離子女的學校，增加交通費負擔。

電話熱線號碼是 2626 3066，每日上午 7 時至晚上 9
時運作。除致電 「安心出行」電話熱線外，市民仍
可繼續透過 「安心出行」專題網頁參閱程式的使用
詳情及查詢相關問題，亦歡迎到資科辦設於 25 個港
鐵站的流動支援站，就 「安心出行」的應用尋求職
員協助。25 個支援站位於西營盤、灣仔、北角、筲
箕灣、黃竹坑、南昌、紅磡、九龍、太子、九龍
塘、黃大仙、何文田、啟德、牛頭角、上水、大埔
墟、大圍、烏溪沙、調景嶺、荃灣西、葵芳、青
衣、東涌、兆康和朗屏港鐵站，服務時間為每日上
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長沙灣荔寶路發
生奪命車禍，一輛無載客新巴巴士昨日凌晨撞向停泊
路旁的旅遊巴車尾，新巴車長被困個半鐘後始被救
出，昏迷送院搶救，惜傷重不治。西九龍總區交通部
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案件。新巴表示，對車長不幸
離世深感哀痛，並向其家屬、朋友及同事送上致誠的
祝福及慰問。

疑雨中失控 受困個半小時
事發昨日凌晨約零時 50 分，涉事姓羅男車長（43
歲）駕駛一輛無載客的新巴，沿荔寶路往貨櫃碼頭方
向行駛，當駛近興華街西 100 號對開時，疑因天雨路滑
失控，與一輛正在停泊路旁的旅遊巴士相撞。意外
中，新巴車頭陷入旅巴車尾，撞至變形，旅巴車尾亦
嚴重受損。
姓羅車長被困車內，頭部及身體多處受傷，大批救
援人員接報到場拯救，當中包括消防坍塌搜救專隊及
流動醫療隊醫生。消防員用了 1 小時多才將他救出，
他獲救時已陷於昏迷，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於凌
晨 2 時 50 分被證實死亡。而旅遊巴上一名姓王男司機
（51 歲）手腳受傷，清醒送院治理。
新巴發言人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的經過
及成因，又指姓羅車長是新巴團隊一名重要成員。發
言人又稱，代表新巴向其家屬致深切哀悼與慰問，公
司會盡力為家屬提供協助，並向相關同事提供輔導支
援。
據悉，涉事司機入職 10 年左右，主要返通宵更，前
晚駕駛兩轉車後，需要做廠務，並將巴士駛至起點
站。據其他工友表示，涉事司機平日的表現良好，未
知今次出事原因，相信與駕駛疲勞無關。

關帝得享天下萬世祀者之緣由
經過宋、遼、金、元、西夏等各王朝對
關帝「忠義節烈」、「義勇無敵」英雄形
象的大力推崇，關帝崇拜風俗迅速傳遍大
江南北、長城內外，成為上至皇庭貴胄、
下至布衣黎民共同祭祀，儒釋道教、百行
百業共同崇奉的正義之神。
從明代初年開始，崇祀關帝的廟宇遍及
都城大邑、府縣村鎮、嶺南塞北、荒漠高
原。元代應昌路總管宋超在《延祐甲寅山
西樂平義勇武安王廟記》中說「義勇武安
王祠遍天下」。
遼寧大連金州古城自遼代至清朝末年以
「遼東重鎮」聞名於世。金州民間口耳相
傳「先有老爺廟（指關帝廟），後有金州
城」。傳說金州古城尚未建立時，海潮退
去，現出一尊關帝銅像。村民欣喜，命八
人抬像入村建廟，行至井邊，村民口渴去
飲水，放置關帝像於井沿，再想抬像前行
時，即使喊來百人也無法挪動分毫，村民
心知這是關帝顯靈，看中此地，便在此處
興建關帝廟。當夜關帝夢示：「吾藉此一
箭之地，保民平安，但夜間不許打五更。
若不守吾言，爾等皆會葬身魚腹，慎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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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帝廟建成後，四方百姓都來祈福
敬拜，漸成熱鬧集鎮。遼代興宇年間，遼
國官民以關帝廟為中心進行布局建成金州
古城，名曰寧海。碑文記載，金、元、
明、清都進行過重修，期間取名「忠義
寺」，又稱「忠義祠」，近代民間稱為武
財神廟，為金州著名祈福聖地和愛國主義
教育基地。
1909年俄國探險家柯基洛夫在西夏黑水
城遺址一古塔中，發現了一張宋金時代的
中國版畫《義勇武安王圖》，關帝居中正
襟危坐，神態祥和，美髯飄逸。背後二
人，一擎旗，一持刀。所持之刀即為青龍
偃月刀。據《武經總要》記載，此時的青
龍偃月刀是對外展現皇權威嚴的皇室儀仗
隊專屬用具，非臣下所可擅用。而製作於
宋金時期的這幅中國最早版畫，此刀已成
為關帝專屬武器，充分說明了關帝在宋、
遼、金、元、西夏等各王朝及軍隊將士
中，威名赫赫的尊崇地位和社會影響力。
宋元時期，長江以南江、浙、滬、皖、
閩、粵、桂等地區都已興建起大量的關帝
祠廟。如徽州府、蘇州府、福建興化軍等

地方軍民合力興建的關帝廟碑文稱「蓋王
之義勇，古今所稱，其廟遍海內有之。」
浙江寧波天一閣所藏明代方志，共收方志
一百零九種，根據《叢書》統計顯示，這些
僅佔全國十分之三的府州縣志中，已經統計
在冊的關帝祠廟就多達一百五十多座，沒有
收錄進冊的關帝祠廟更是數不勝數。
宋代地方志《咸淳臨安志》，元代馮福
京所編撰《大德昌國州圖志》等志書中，
都收錄有各地興建關帝廟的紀錄。據有關
部門數據顯示，僅福建漳州一地，興建於
宋代的關帝廟就達12座之多，明代興建關
帝廟61座、清代72座，其中始建於宋真宗
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7年）的古武
廟，是漳州地區首座歷經千年的關帝廟。
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山西沁州人李
漢傑就在《漢壽亭侯廟記》中闡釋宋代百
姓大力興建關帝祠廟的緣由時說：「將軍
關侯，稟武之烈，而為虎臣，逸風可仰，
廟貌興焉。」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永興軍《解州
聞喜縣新修武安王廟記》碑文稱：
「（關）王之行事，其忠節勇功，炳若丹

青，鄉人之所詳聞」。
「關公廟貌遍天下，九州無處不焚
香」，從宋元時代開啟的興建關帝廟熱
潮，至今依然方興未艾。莊嚴肅穆、正氣
浩然的關帝廟，承載着中華民族一以貫之
的「忠孝節勇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
念及做人品格，承載着中華兒女薪火相傳
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精神追求和
道德理想。
明朝初年，中國歷史上最早被譽為「讀
書種子」的大儒方孝孺在浙江寧海《關王
廟碑》中稱讚關帝說：「古之享天下萬世
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
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
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窮荒遐裔，
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
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
奇盛着，則為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
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
故發而為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