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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港掛「最遠8號風球」

金獅花園沙井污水檢測呈陽性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保安局昨日表
示，網媒《眾新聞》企圖令其讀者誤解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解
說，批評有關報道誤導市民，對此深表遺憾。

保安局澄清，鄧炳強在記者會上回應有關基本法
23條立法會否以言入罪時，清楚解釋犯罪需要有行
為和意圖的元素，並有充分證據，以及律政司詳細
研究有否足夠證據才作出檢控。這不是草率決定，
並非一句說話就可以入罪。

保安局指出，多間媒體相關報道亦與鄧炳強上述
說法相符，但《眾新聞》則指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
法23條立法後不以言入罪，實屬誤導，對報道表示
遺憾。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中國外交部駐香
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源8日為外國駐港名譽
領事舉行集體吹風會，並發表題為 「共護香港繁榮，
同助國家發展，為促進中外友好作出應有貢獻」的主
旨演講，闡明香港一定能譜寫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的
美好新篇章。

迎來由治及興光明前景
劉光源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 「一國兩制」取得

舉世公認的成就。但香港內外的破壞性力量一直沒有停
止對 「一國兩制」的干擾和破壞，特別是2019年 「修例
風波」導致香港陷入曠日持久的動亂。面對香港回歸以
來最嚴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果斷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香港正迎來由治及興的光明前景。
劉光源表示，2019 年的 「修例風波」以及隨後發

生的亂局，實質上是一場港版 「顏色革命」，反中
亂港勢力及其背後支持的外部勢力不僅要奪取香港
管治權，而且企圖搞亂內地，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歷史進程。他提到，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營
商環境更加健康穩定，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若磐
石，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顯示，
香港排名重返第三位。特區政府發布的《香港營商
環境報告》用詳實的數據、扎實的論據全面展示了
香港由亂及治之後的良好營商環境和光明發展前
景，回應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在港投資者的關

切，有力駁斥了美國所謂 「香港商業警告」的惡意
中傷和污衊抹黑，為國際商界在港投資興業注入強
心劑。

最大優勢是「一國兩制」
劉光源強調，香港的最大優勢是 「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最大底氣是中央的堅強後盾，最大動力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凡是有利於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有利
於增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於促進香港與內地融合
發展的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持。只要香港各界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聚焦發展這個 「金

鑰匙」，全身心對接和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香港一定能
譜寫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的美好新篇章。

劉光源：港定能譜寫美好新篇章

「獅子山」560公里外蓄勢撲擊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因應熱帶風暴 「獅子山」 急速
發展，天文台昨日清晨6時40分發
出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當時
「獅子山」 與香港的距離超過560
公里，但在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
下，本港風力有增無減， 「獅子
山」 最終打破去年熱帶氣旋 「浪
卡」 的紀錄，成為本港近60年來
「最遠8號風球」 。

「圓規」增強接力威脅本港
雖然 「獅子山」逐漸遠離本港，但另一熱帶氣旋

「圓規」接力，昨早增強為熱帶風暴，預料會在周二
（12日）至周三以接近強烈熱帶風暴上限，在香港以
南400公里範圍內掠過。

天文台表示，在 「獅子山」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效
應下，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因此於早上6時
40分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 「獅子山」當時
正集結在香港西南約560公里。不過， 「獅子山」全
日走勢飄忽，天文台早上原本聲稱 「下午初時」考慮
改發3號強風信號，但預測時間不斷延遲，先是在11
時45分改為 「下午」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1小時
後改稱 「下午至黃昏」才考慮改發，其後再次修訂至
「黃昏前後」才考慮。及至下午 3 時 45 分，改為在
「今晚」再考慮，到了傍晚，天文台宣布8號烈風或

暴風信號會在午夜前維持。

接149宗塌樹及3宗水浸報告
天文台表示，與 「獅子山」相關的一道外圍廣闊雨

帶正影響珠江口一帶，並預料會維持一段時間。受該
雨帶影響，預計本港持續普遍吹強風至烈風，西南部
高地達暴風程度。當本港風力有象緩和時，天文台
會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

截至下午7時，政府1823電話中心收到149宗塌樹
報告，渠務署確認3宗水浸個案，土木工程拓展署收
到的山泥傾瀉報告數字則維持在3宗。醫院管理局表
示，共有9名市民（2男7女）在風暴期間受傷，前往
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同一時間，民政事務總署在各
區共開放20個臨時庇護中心，共有94人入住。

據資料顯示，對上一次 「最遠8號風球」是去年熱
帶氣旋 「浪卡」襲港，天文台當日發出8號風球時，
「浪卡」位處香港西南偏南約450公里，打破了2018

年超強颱風 「山竹」所創下的410公里距離紀錄。

李家超巡保安局緊急事故中心
在8號風球生效期間，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到保安局

啟動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視察工作，聽取人員
匯報應對熱帶風暴 「獅子山」的措施及工作。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亦有到場。

李家超表示，在惡劣天氣下保障市民平安是最大考
慮，儘管天氣惡劣，公務員、政府承辦商及公共交通

工具的營運員工，以及其他機構人員等仍然堅守崗
位，為市民提供服務。李家超感謝他們秉持專業精
神，使香港安全及有秩序地運作。

此外，跑馬地樂活道 6 號比華利山外牆幅巨型棚
架，前日早發生棚架倒塌意外，活埋兩輛途經的七人
車，以及1男1女工人；其中一名55歲女工被壓中，
送院搶救後不治。當局表示，工人冒雨通宵清理，現
場全線封閉，而因應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清理
工作已暫停。

保安局批眾新聞誤導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本港單日新增 8 宗新冠肺炎輸入個
案，累計確診個案增至12261宗。機場貨運站一名48
歲夜班男員工前日(8日)確診，並帶有L452R變種病毒
株，屬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其居所金獅花園下游一個
沙井污水樣本呈陽性，引起社會關注。呼吸系統科專
科醫生梁子超指出，如果未來數天持續在金獅花園發
現有病毒呈陽性的污水樣本，有理由懷疑在患者居住
的大廈內發生持續傳播，存在其他隱性患者。

男住客證染變種病毒
環境保護署表示，星期四(7日)上午在金獅花園下游

一個沙井抽取污水樣本，翌日深夜證實為病毒呈陽
性，惟有關樣本病毒含量較正常低，CT值為35，現
時未能確定病毒是否涉及變種。署方稱，由於近日的
暴雨及颱風關係，未能再次抽取污水樣本。署方會在
天氣穩定時，再安排抽取污水樣本。

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及其團
隊，在最新病毒基因排序結果發現，該名男患者的病
毒基因屬於B.1.617.2(變種病毒Delta)。團隊首先將個
案的基因與截至9月12日的輸入個案做比對，並沒有
發現基因近似的個案；團隊其後從全球病毒基因數據
庫獲取最近兩星期確診的B.1.617.2變種病毒基因(大
概6700個個案)作比對，發現該宗個案與9月底的英國

確診個案比較相近(只有 7 個突變的不
同)，但源頭個案仍然未能確定。

梁子超表示，根據理大的研究結果，
可以排除患者在社區感染的可能性，但
由於患者的基因排序與英國確診個案並
非高度關連，相信經接觸從英國貨機而
感染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他指，由於
變種病毒Delta已在全球擴散，當中涉及
很多沒有病徵及無確診的隱性傳播，有
可能找不到源頭。

單日新增8宗輸入個案
本港昨日新增8宗輸入個案中，3宗來

自巴基斯坦，2宗來自印尼，1宗來自印度，1宗來自
菲律賓，1宗來自尼泊爾。過去14天（9月25日至10

月8日）累計報告77宗個案，包括1宗源頭不明本地
個案，其餘均為輸入個案。

熱帶風暴 「獅子山」 顯威力，海怡半島海濱數米高巨浪拍打岸邊。 中新社

8號風球下，港島炮台山街道護欄被強風吹倒。
中新社

李家超(左二)昨到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視察，
鄧炳強(右二)亦到場。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Fb圖片

確診機場男員工居住在金獅花園，抽取污水樣本病毒檢測呈陽性。
中通社

劉鶴與戴琪通話
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交涉

【香港商報訊】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秘書長王松
苗與行財部陳志斌等12名同事一道，分3組先後到西
環副食品批發市場、深水北河街街市、跑馬地黃泥
涌街市、香港仔鴨洲街市、德輔道、海味街等地落
區聆聽。

問問「菜籃子」聊聊「果盤子」
此次走訪是中聯辦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系列活

動之一。3個落區調研組重點走訪了西環昌盛號、穩
記鮮果、聯發土產等10餘個商舖，問問 「菜籃子」，
聊聊 「果盤子」，了解貨品價格、進貨渠道、銷售情
況以及疫情影響。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人員參加了個別
走訪。

8日上午，調研組與走訪過的幾位店主、批發行業代
表和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代表召開座談會，進一步聽取困
難訴求和意見建議。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圍繞施政報
告、改善住房、兩地通關、跨境運輸、食品檢疫、行業
升級、政府紓困等問題各抒己見、表達心聲。

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吳先生舉例說， 「內地的大
閘蟹不能直接進香港，坐飛機到韓國轉一圈後再進
香港就可以，因為內地和香港在食品衛生標準方面
尚未實現統一和互認，這直接推高了香港大閘蟹的
進口價格」。同時，也有幾位商戶表示，兩地市場
如高度融合，香港商戶要與內地同行競爭，壓力也
不小。

「通過走訪調研，我們與走訪的各位商戶從 『路

人』變成 『熟人』，更有商戶發來微信說，彷彿見到
了 『家人』，這讓我們深受教育。」聽了調研組的感
受，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和漁農
自然護理署高級農業主任陳偉華、農業主任馮浩霖均
表示，感謝這次得與商戶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下一步
要落實好政府有關紓困措施，幫助商戶渡過難關，繼
續共同服務好香港市民的 「菜籃子」。

據了解，目前香港市場約85%的活畜、90%的蔬菜
和60%的水產品由內地供應，每天有200餘卡車、超
過2000噸果蔬從深圳口岸運抵香港。文錦渡口岸開闢
供港食品綠色通道，優先查驗，確保供港果蔬 「當日
組貨、當日申報、當日出口」，為企業爭取時間，實
現新鮮水果蔬菜供港零滯留。

中聯辦後勤人員走街市訪商販

【香港商報訊】總部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經合組織）8日公布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 Profit Shifting，簡稱BEPS）的國際稅務
改革框架方案（BEPS 2.0）及其實施計劃，各國目標
在2022年簽署多邊協議，並在2023年正式實施。特
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歡迎，並將積極參與談判。

據介紹，BEPS 2.0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針對全球
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和利潤率高於10%的大型跨
國企業集團，有關企業部分剩餘利潤的徵稅權將分
配予市場所在的稅務管轄區。第二部分為實施全球
最低實際稅率。針對全球營業額超過7.5億歐元的
大型跨國企業集團，若有關集團在某一稅務管轄區
的實際稅率低於15%，其母公司或附屬公司須向所
在地就差額繳納額外稅款。

香港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歡迎，指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及商貿中心，將積極參與和實施有關方案。政府
表示，BEPS 2.0主要涵蓋符合上述條件的大型跨國
企業集團，不會影響本港的中小型企業。本港利得
稅標準稅率為16.5%，在國際間甚具競爭力，其簡
單和透明的稅制也深受投資者歡迎。BEPS 2.0落實
後，各稅務管轄區日後以不徵稅或特低優惠稅率等
作為競爭手段的效用會減低，相信香港可在更公平
的稅務環境下鞏固競爭優勢。

待經合組織敲定方案的範本規則後，港府成立的
BEPS 2.0諮詢小組會就如何令香港符合方案要求提
交具體建議。港府會仔細研究有關建議，並以經合
組織的範本規則為藍本，就落實BEPS 2.0稅務措施
諮詢持份者意見和進行本地立法。同時，當局會維
持香港稅制的優勢，盡力減低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的
合規負擔。

經合組織公布BEPS 2.0
特區政府表示歡迎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
頭人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在華盛頓時間8日傍
晚舉行視頻通話。據新華社報道，雙方進行了務
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
題：一是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應該加強雙邊經貿往來與合作。二是雙方就中美經
貿協議的實施情況交換了意見。三是雙方表達了各
自的核心關切，同意通過協商解決彼此合理關切。

在通話中，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
涉，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等問題闡明了
立場。雙方同意本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繼續溝
通，為兩國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和世界經濟復蘇創造
良好條件。

據外媒報道，美國貿易代表署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 「戴琪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檢視美中經貿
協議的落實情況，並同意雙方就某些懸而未決的議
題磋商。在兩人坦率交換意見時，戴與劉副總理認
知到雙邊貿易關係的重要性，相關衝擊不光影響美
中兩國，也影響到全球經濟。」

秦剛指美尋求與華「再掛」積極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留

意到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提及美國尋求和中國 「再掛
」，認為有一定的積極因素，雙方可以梳理哪些
方面被 「脫」，以及如何 「再掛」。他希望拜
登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通話時達成的避免誤解誤
判、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等重要
共識，能獲美方切實遵守和執行。

對於華府指中方沒有全面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秦剛強調中方一向重信守諾，即使面對疫情
的嚴重困難，仍穩步推進落實協議，反觀美方對中
國企業和兩國經貿交往與投資合作，設置重重阻力
和限制。

秦剛補充指，目前有900多間中國企業被美方列
入各類實體清單，美方越來越多地利用所謂 「國家
安全」藉口打壓中國企業，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並
非來自中方，美方動輒施壓對抗、限制打壓注定行
不通，而且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他形容雙方可把
各自關切的議題放到桌面上談，但美方應秉持務實
和真誠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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