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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擬向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建議，行使《公司（清盤及雜項條
文）條例》第360C條下的權力，命令公司註冊處處
長將 「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新華社發表
評論文章，形容這是堅定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保
障香港長治久安的合法、正義、必要之舉，宣告反
華勢力利用香港反中亂港團體破壞 「一國兩制」的
圖謀終將破產。

評論指出， 「支聯會」涉干犯香港國安法罪行及
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其組織和相關個人已被
落案控告 「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禁止其運
作是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所需，也
是 「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必然要
求。

評論認為，依法取締 「支聯會」是對反中亂港勢
力的響亮警告。 「支聯會」從成立起就將顛覆國家
政權、推翻執政黨的領導作為政治綱領，在過去30
年來借 「民主」之名、行反中亂港之實，從未停止
過煽動對國家、對執政黨的仇恨。過去兩年，變本
加厲地舉辦非法集會、煽動暴力對抗，游說外國組
織干預香港事務，甚至公開推動美國制裁香港，圖
謀 「攬炒」香港、推動 「顏色革命」，嚴重損害國
家及香港的整體利益。

評論指出，要讓香港充分發揮自身競爭優勢，安
全和穩定至關重要。任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
的企圖和行徑都必將遭到可恥的失敗，中國人民維
護國家安全的意志和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決
心，只會更加堅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中央政府近日公
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 「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域面積擴大7
倍。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聯絡官洪為民昨早出席港台
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開發前海對香港和內地
都有益處，可協助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未來前海是店香港是白領工廠
洪為民表示， 「前海方案」是2010年前海規劃的延

續，重點是深化改革開放，內地會透過制度的創新，
與香港銜接，達至營商便利。他相信前海會對香港專

業服務作進一步開放，容許更多本港專業人士到前海
執業；金融方面亦會有更多互聯互通措施，在前海先
行先試，包括南向債券通等，同時本港會參與打造區
內國際創科中心，內地歡迎更多香港大學在內地設校
園和研究中心。

洪為民指出，不認同 「香港在方案中只負責協助深
圳發展」的說法，強調前海的開發工作，內地有很多
與香港的互動和溝通。隨香港與內地交流增加，可
協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讓不同行業進一
步開拓內地市場。

洪為民預料，過去香港和深圳 「前店後廠」的合作模

式不再，未來應該是 「前海是店，香港是白領工廠」。

應增新界西與前海運輸基建
他又提到前海與香港雖然距離很近，但缺乏跨境交

通基建，增加港人跨境到前海工作的難度，建議政府
加強新界西與前海的運輸基建。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在同一節目表示，對前
海方案感到正面，認為目前能夠聚焦於人工智能、醫
療、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這些都是香港政策的四大
領域方向，由於香港市場較小，深圳擴大了市場，製
造更大機會是好事。

兩地商討通關須高接種率

洪為民：前海方案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新華社發文支持
剔除支聯會註冊

昨增4宗輸入3染變種病毒
本港昨日新增 4 宗輸入個案，分別為加拿大、日

本、菲律賓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抵港人士。4名患者
全部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其中3人帶L452R變
種病毒株。本港累計個案增至 12142 宗，另有少於 5
宗初步確診。

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通報，其中一名居於慈雲山

慈康康健樓的52歲男患者，上月22日離港前往美
國。他上月20日在香港接受檢測，結果呈陰性。他乘
搭JL735航班於本月10日返抵香港，同日於機場臨時
樣本採集中心抽取的樣本結果呈陽性，並帶有L452R
變異病毒株。患者沒有病徵，5月31日和6月28日曾
在港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個案流行病學調查和追蹤仍
在進行。為審慎起見，他在潛伏期曾居住和到訪之處
已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此外，防護中心分別接獲英國和日本當局通報涉及
港人的當地確診個案。其中，在英國確診的54歲女患
者住在將軍澳馬游塘村 112A 號，她於本月 3 日乘搭
AY1337 航班離港前往英國，本月 2 日在香港接受檢
測，結果呈陰性，但她於本月5日在英國抽取的樣本
結果呈陽性。至於日本當局通報的個案，涉及16名在
貨船Ever Calm號工作的船員，他們於本月9日抵達
大阪後確診，而該貨船於本月1日抵港，2日至3日期
間曾在葵青4號貨櫃碼頭裝卸貨物。

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兩成幾
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提出 「專家對接」商討通關條

件。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透露，專家顧問
未有參與討論兩地通關安排，相信主要由衛生署公共
衛生專家提出意見。他認為，兩地雙向通關的條件，
包括本地要持續 「零確診」，亦要進一步提高接種
率，特別是長者接種比例。

許樹昌認為，本港應設立 「健康碼」制度，萬一出
現確診個案可及時追蹤。他指，現時接種率只得六成
幾，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只得兩成幾，現階段未有條
件採取 「與病毒共存」策略，一旦外防輸入有 「甩

漏」令社區爆發，會出現大量重症，令醫療系統不勝
負荷，本港目前唯有盡量 「清零」，到接種率夠高的
時候，才開始慢慢調整防疫措施，但強調 「清零」非
永久策略。

每區將發起長者疫苗接種日
此外，負責統籌疫苗接種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昨日表示，整個疫苗接種計劃最弱一環是長者群
組，未來策略是 「走入社區，接觸長者」，會在地區
展開 「洗樓」，每一區都會發起 「長者社區疫苗接種
日」，在商場、屋等地方安排醫務人員舉辦疫苗講
座，有一對一諮詢，可即場接種。他又透露正與醫管
局商討，安排在一、兩間公立醫院設疫苗注射站，方
便到專科門診覆診的長者，見完醫生後知道自己病情
穩定，可以即時接種，希望爭取在未來一個月內推
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早上出席中大醫院研討
會時表示，現時本港只有64%人士完成接種第一劑新
冠疫苗，近日接種率稍為下跌，對本月底達到七成接
種率感到戰戰兢兢。她期望盡快提高市民，特別是長
者的接種率，以應對下一波疫情。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教協昨日下午召
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在近九成半贊成票下通過解散
議案。另外，會議通過7項與善後相關的動議。

教協會長馮偉華會後表示，大會有超過 140 人出
席，最終以132票贊成，6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
解散議案。

教協通過解散議案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
昨日新增4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連續第
25日本地 「零確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日前表示，已向中央提出 「專家對接」 商討通關條件。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
透露，未有參與討論兩地通關安排，相信主要由衛生署公共衛生專家提出意
見，而他認為兩地雙向通關的條件，包括本地持續 「零確診」 及進一步提高
接種率。此外，負責統籌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
示，整個疫苗接種計劃最弱一環是長者群組，政府計劃在地區展開 「洗
樓」 ，以及在醫院內設立注射站，便利長者接種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民建
聯昨日舉辦 「制定2030+體育政策及發展
藍圖」圓桌會議，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
英偉、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
長胡曉明、香港排球總會會長吳守基、香
港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
德、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等進行討
論。多位體育界人士均希望政府提供更多
支持，包括為聘請退役運動員的僱主提供
補貼、延長運動員的資助年期等。

內地市場有利盛事化產業化
民建聯主席李慧致辭表示，根據國務

院 今 年 7 月 發 布 的 《 全 民 健 身 計 劃
（2021-2025 年）》的體育政策規劃，預
計國家未來5年的體育發展蓬勃，香港如
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建設大灣區，體育政策就需要
跟上。

徐英偉表示，政府未來體育政策的方向是 「五化」
（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及產業化）。體
育專業化的政策方向可催生體育醫療、體育科技等專

業行業發展，而且未來啟德體育園、白石體育園和南
區水上運動中心等將陸續落成，又有大灣區、內地市
場的支撐，有利香港體育活動的盛事化和產業化。

胡曉明表示，體育旅遊是新興行業，民政事務局要
處理太多範疇工作，支持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

更專注有關工作。
他建議當局為聘用退役運動員的

僱主提供補貼，現時體院退役運動
員只有約500多人，並非天文數字，
此舉可讓家長知道成為運動員並非
「倔頭路」。
貝鈞奇表示，政府購入東奧賽事

轉播權是正確決定，期望各界未來
深入探討如何使政府的資源可以更
有效利用，並達致成果，推動香港
體育的發展。

吳守基表示，體育運動對於小朋
友的成長有很多正面影響，認為學
校體育教育有利運動普及化。他希
望香港可以發展大學生運動會，訓
練更多團隊精英運動員。

李振豪希望政府重新檢視精英運
動員計分制度，因為不同運動項目均有不同比賽方
式，建議因應不同項目，劃分為競技及競賽類別計
算。他也希望放寬退役運動員現行一次性嘉許門檻，
例如降低全職訓練年期(降低為6年)，加大成為全職
運動員的誘因。

徐英偉指體育政策方向是「五化」

民建聯昨日舉辦 「制定2030+體育政策及發展藍圖」 圓桌會議，多名嘉賓出席討論。
民建聯提供圖片

港府擬「洗樓」催谷長者打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琳報道：金秋九月，黑龍江
大地碩果纍纍，樺南處處紫蘇飄香。9月11日晚，以
「葯食同源賦動能 美好樺南再啟航」為主題的
「2021首屆中國·樺南紫蘇節」在 「中國紫蘇之鄉」

黑龍江省樺南縣隆重開幕。
樺南縣委書記梁慶民在開幕上致辭時表示，樺南縣

充分依託 「寒地龍葯」資源優勢，緊緊錨定 「葯食同
源」發展方向，大力實施林下經濟提升工程，精心打

造 「樺南紫蘇」特色品牌，先後榮獲國家林下經濟
示範縣、全省中藥材基地建設示範縣、全省道地藥
材紫蘇生產基地等榮譽稱號，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
化取得新突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基
礎，樺南不斷地把紫蘇產業做精做優、把中藥材產
業做大做強，全力打造 「葯食同源」產業新的經濟
增長點，為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引
擎，為全面建設現代化美好樺南蓄勢賦能。

當日下午，在2021首屆中國·樺南紫蘇節暨 「葯
食同源」產業高質量發展論壇上，政界、工商界、
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借 「寒地龍葯」之風，掘 「葯
食同源」文化，共話 「道地關葯」發展，為全省中

藥材產業振興發展夯基築壘。據悉，2021首屆中國·
樺南紫蘇節累計招商簽約企業5個，簽約12.1億元，
戰略簽約3家，訂貨簽約9家，簽約1.75億元。

世界紫蘇看中國，中國紫蘇看樺南。2021 首屆中
國·樺南紫蘇節，搭乘 「寒地龍葯」 「順風車」，憑
藉 「葯食同源」 「動力源」，突出 「樺南紫蘇」 「優
勢路」，加強紫蘇產業橫向交流和縱向發展，搭建招

商引資平台，為 「寒地龍葯」推廣造勢，促
進龍江中藥材傳承創新發展。通過宣傳推介
進一步提升樺南紫蘇在市場的知名度和影響
力，發揚優勢，進一步放大、叫響 「樺南紫
蘇」金字招牌。

據介紹，樺南縣紫蘇產業基礎扎
實。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的紫蘇種
植，種植面積多年保持在 10 萬畝以
上，始終居全省第一，形成了完善的
種植體系，培育了大中小型加工企業
30 餘家，開發了紫蘇籽油、紫蘇代餐
粉、紫蘇化妝品等系列產品10餘種。

▶2021首屆中國·樺南
紫蘇節暨 「葯食同源」 產
業高質量發展論壇。

2021首屆中國·樺南紫蘇節啟動儀式。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王學斌副廳長王學斌
（（左左））向樺南縣委書記梁慶民頒發向樺南縣委書記梁慶民頒發 「「農產品地理標誌農產品地理標誌
登記證書登記證書」」 。。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王學斌副廳長王學斌
（（左左））向樺南縣委副書記向樺南縣委副書記、、縣長楊宏志授牌縣長楊宏志授牌 「「道地道地
藥材紫蘇生產基地藥材紫蘇生產基地」」 。。◀樺南縣紫蘇種植基地

20212021首屆中國首屆中國··樺南紫蘇節開幕樺南紫蘇節開幕 紫蘇飄香紫蘇飄香 喜迎八方客喜迎八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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