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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四項職技考評全國通行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
道：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成為
香港首批獲國家人力資源及社會
保障部批准，可在港舉辦 「國家
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考核」 機構之
一，今年10月起將提供四項考核
和培訓，包括美容、美髮、中式
烹調、中式麵點。

衛署：疫情放緩或放寬抗疫措施

逾400學生拍MV
載歌載舞賀國慶

下月提供 含美容美髮中式烹調麵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疫情持續
放緩，新增個案逐日遞減，昨日新增 5687 宗個案，
並再多九名患者離世。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稱，疫情有回穩象，或有空間調整
入境及社交距離措施，當局仍在商討，有定案就會
公布。此外，港大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亦
指，本港已無超級傳播 「土壤」，疫情假以時日可
受控。

本港昨日新增5687宗個案，包括5541宗本地和146
宗輸入個案。多九名患者離世，涉七男兩女，由66至
92歲，當中七人未打齊三針。之前染疫的兩歲男童仍
須深切治療，要插喉及使用呼吸機，當局強調男童病
毒量高，引致嚴重併發症，病情惡化與已接種一劑新
冠疫苗無關。

兩間安老院及兩間殘疾人士院舍共五名院友確診，
39名院友要檢疫。526間學校呈報760宗個案，涉647
名學生及113名教員，10間學校有班別要停課，其中
馬鞍山的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短時間內有15名學生
先後確診，涉四幢不同樓的宿舍學生，須全校停課一
周。

專家指已無超級傳播「土壤」
早前四名港大學者發文，指本港疫情已緩和，社

區基本已建立防重症屏障，加上疫苗接種率高，疫
情再次大爆發機會很微，建議政府逐漸開始放寬復
常。有份撰文的金冬雁昨早在電台節目表示，香港
不太可能 「清零」，預料每日維持 1000 至 2000 宗水
平；根據 5 月研究顯示，約九成市民對新冠病毒有
較強的中和抗體，政府繼續推動疫苗接種率、處
方 新 冠 口 服 藥 ， 安 排 院 舍 長 者 到 暫 託 中 心 等 措
施，令本港已無超級傳播的 「土壤」，疫情假以

時日可受控。
另一方面，政府已收到復星幼童配方的疫苗認可

申請，將交顧問專家委員會審核及向醫務衛生局局
長提交意見。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隆稱，聯合科學委
員會及政府的專家委員會上月已開會認同科興及復
星兩款疫苗，都可供低至六個月的嬰幼童接種，今
次顧問專家委員會只是在法定框架下要再確認，期
望很快可完成程序，估計嬰幼童版復星疫苗下月有
望供港。

續准再延外傭合約最多六個月
此外，政府昨日宣布延長協助外籍家庭傭工及僱主

應對疫情的措施，繼續容許僱主延長即將離任外傭的現
行合約有效期限。所有於今年12月31日或之前屆滿的外
傭合約，勞工處處長已原則上同意，所訂明的僱傭期可
在有關僱主及外傭雙方同意下，延長最多六個月。而
外傭現行合約屆滿後與相同僱主續約，或將與新僱主
開展新合約，繼續可向入境處申請延後返回原居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為慶祝祖國成立73周年，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了超過400位同學，一起參與
拍攝《少年中國說》音樂短片，同學透過音樂、朗
誦、武術、舞蹈、書法等藝術形式，以多元才藝體現
「少年強則國強」的精神，同心祝賀國慶。

蔡若蓮：展年輕一代朝氣
蔡若蓮介紹，《少年中國說》是梁啟超所寫的一

篇文章，文中頌讚年輕人的朝氣，為國家帶來進
步；內地唱作人許嵩及填詞人二水節選了文中部分
內容，創作了同名歌曲。她說，少年是國家未來的
棟樑，很高興看到同學積極參與拍攝，展現出香港
年輕一代的朝氣和活力。此外，近30位中小學基本
法學生校園大使，亦於片段中進行升國旗儀式，向
國旗致敬，以示對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尊重。

蔡若蓮表示，回顧過去數十年，國家創造了一個又
一個奇，祖國強大興盛，我們感到自豪之餘，也應
該敢於擔當，為香港、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她誠
意 邀 請 市 民 一 同 觀 賞 短 片 (https://youtu.be/
yEym-D3dsg8) ，並祝願國家富強興盛、國泰民安。

啟動禮於昨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廣東省職業
技能服務指導中心主任葉磊，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
員吳秋北為啟動禮錄製賀詞視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何啟明，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工聯會
副會長謝愛紅，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總幹事鄧詠芳
擔任主禮嘉賓。

為首批獲中央批准機構
李家超祝賀工聯會成功申辦 「國家職業技能等級認

定考核」，稱特區政府一直注重僱員的職業發展，並
通過資歷認可，為僱員擴大事業發展空間， 「工聯會
多年來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市民在本地以至內
地的就業、創業，提供上乘的職業培訓，我充分肯定
你們的努力。今次工聯會成為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廳的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考評機構，是首批獲選的
香港機構，可謂實至名歸。」

李家超續說，政府未來會繼續與工聯會和其他機構緊
密合作，做好僱員職業技能認證的工作，幫助有意投身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和全國其他省市，以至在 「一帶
一路」倡議沿線國家和地區工作的香港市民，提升他們
的個人競爭力，幫助他們把握更好發展機遇。

葉磊表示，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作為港澳地區首
批職業技能等級評價機構，為推動大灣區技能人才培
養評價起到積極的作用，為香港同胞實現更好職業發
展，提供更廣闊空間。

「國職考」至今逾6000人參與
吳秋北稱，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自2004年起開辦

國家職業資格考核課程，亦即是大家熟悉的 「國職

考」，陸續開設了20項國家職業資格考核，參與人數
多達6000多人。 「國職考」工作大受歡迎，成績有目
共睹。

黃國發言時指出，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將在今年
10月起提供四項考核，包括美容、美髮、中式烹調、
中式麵點。考生通過理論知識考試，技能實操考核，
可獲簽發由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獨立印製並發放的
職業技能等級證書。此證書獲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認可， 「一證傍身，通行全國，終身受用」；證
書中英文對照，有助學員投身行業或在大灣區及 「一
帶一路」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發現有
西醫向病人濫發俗稱 「免針紙」的新冠疫苗接種
醫學豁免證明書，派警員 「放蛇」假扮病人求
診，證實有人在未經診症和未檢視病歷紀錄下發
免針紙，診金4000至5000元。前晚在油麻地一間
診所拘捕一名醫生及三名職員，相信案中最少涉
及2000張免針紙，估計涉款高達1000萬元。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無良西醫唯利是圖為個人利
益置社會利益不顧濫發免針紙，助長病毒傳播，
危害市民健康，間接妨礙香港經濟恢復正常，傷
害全體香港市民。

近來第二宗港府強烈譴責
陳國基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指今次是近期第

二位西醫基於同樣原因被捕，他們濫發 「免針
紙」，無疑是助長病毒在社區傳播，危害市民健
康，亦間接妨礙香港經濟恢復正常，所傷害的是
全體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予以強烈譴
責，政府定必追究到底。此外，使用這些 「免針
紙」的市民，同樣令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受損，陳
國基指已要求保安局從嚴跟進所有使用這些 「免

針紙」的人，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鍾雅倫表示，早前接獲

線報，指油麻地有醫生疑在未經診症或未檢視病
歷紀錄下，簽發免針紙及濫收診金 4000 至 5000
元。經調查後，前晚警員到彌敦道335號一間診所
「放蛇」，拘捕一名姓戴男醫生(76歲)及三名女職

員(35至76歲)，涉嫌 「串謀製造虛假文書」罪，其
後持搜查令進行調查，搜出大量文件、電腦及約
76萬元現金。警方其後搜查被捕醫生位於將軍澳
的住所，再搜出110萬元現金。

涉款或高達千萬
鍾雅倫指，被捕西醫為香港註冊醫生，三名職

員負責行政工作，輸入資料及收取診金，如同一
般診所運作。而求診人士大多經朋友介紹。他說
單在行動中已搜出 193 張免針紙，以及 76 萬元現
金，相信部分為前日簽發免針紙的收益，但因部
分求診人士使用信用卡，未列入當中，相信收益
非常可觀。警方將透過求診紀錄，追查曾獲發免
針紙的人士協助調查。消息指，案中最少涉及
2000張免針紙，估計涉款達1000萬元。

涉濫發「免針紙」 醫生與三職員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劉國勳及陳仲尼昨日約見運輸及物流
局局長林世雄，遞交 「完善交通運輸基建倡議
書」。建議書倡議政府在推動 「基建先行」規劃原
則下，應及早訂立時間表及籌劃跨區幹道，以帶動
人流、車流、物流從新發展區及北部都會區等輻射
至新界東、西部結合發展，發揮各區潛力。陳恒
鑌、劉國勳會後表示，當局對於建設第二條新界東
部南北鐵路、荃葵沙中央鐵路等建議反應正面。局
方透露已將北部都會區及 「明日大嶼」兩項發展策
略納入《跨越 20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
究》，料在年底開展諮詢。

強調兩新幹道可連接多區
劉國勳昨日在會上解釋了營建 「新南北幹線」及

「北部快速通道」的走線及構思，強調兩條新幹道
對落實北部都會發展策略的關鍵作用。其中前者可
以加強北部都會與大埔工業、白石角科學園及市
區的道路連接，並有效分流吐露港公路的車流；後
者則可快捷連貫北部都會區的東西兩端，將北部都
會區內多個重點發展區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新田科技城、洪水橋/廈村及元朗南新發展區緊
密連接，同時疏導新田公路車流。

劉國勳又說，就 「北部都會發展策略」裏的南北
鐵路構思，向林世雄提出了由北起蓮塘口岸，途經
皇后山、粉嶺北、林村，南至九龍市區的走線建
議，期望當局能盡快籌建，連接蓮塘口岸及分流東
鐵的第二條新界東部南北鐵路。

鐵路環迴網絡備不時之需
陳恒鑌則介紹完善新界北交通的建議，其中包括

在擬建的11號幹線開闢支線，貫穿未來的 「元朗南
新發展區」並連接上述的 「北部快速通道」；興建
連通現時四條南北鐵路(西鐵線、荃灣線、東鐵線及
馬鞍山線)的 「荃葵沙中央鐵路」，在新界中部建設
連貫新界東、西的鐵路環迴網絡，並在南北線路網
事故時，為乘客提供迅速的 「鐵路轉線」選擇。

民建聯指出，局方認為建議合理及具建設性，同
時亦表示會積極考慮倡議書內提及的走線方案和新
運輸模式。

民建聯倡早籌劃
新界北交通配套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成本港首批獲中央批准，可在港舉辦 「國家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考核」 機構之一。

陳恒鑌(左)及劉國勳在與運物局局長林世雄會面後
會見傳媒。 記者 林駿強攝

學習習近平重要講話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

【香港商報訊】據中聯辦網訊：9 月 21 日，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召開領導班子會議，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重要講
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並結合深入學習
貫徹今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港重要講話精神，進
一步交流學習體會，進一步謀劃貫徹舉措。會議強
調，要進一步深化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按照習近平主席為
新階段香港工作指明的方向，堅定不移、全面準確、
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努力開創工作新局面，以良好精神狀態和新的
擔當作為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主任駱惠寧主持會議並作總結發言。

會議認為，在黨的二十大即將勝利召開之際，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公開發行，是黨和國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
卷全面呈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兩年多

來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應變局、開新局的偉大
實踐，集中反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最新成果。第四卷與前三卷，匯聚了習近平總書
記面對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提出的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
略，集中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
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三個根本問
題，開闢了我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
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新境界，是引領我們
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

會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專題研討班重要講話
中，精闢總結了過去五年中央治港的新成就；《習近平
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專門設置 「堅持 『一國兩制』
和推進祖國統一」專題；前不久更冒疫情親臨特區

視察，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港澳工作的深切
情懷，充分體現了香港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的
地位和作用。大家一致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一
國兩制」的重要論述，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
「一國兩制」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開闢了 「一國兩

制」理論的新境界，進一步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港澳篇」，我們要進一步學習
宣傳貫徹好。

會議強調，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
段，要堅持以習近平治理港澳重要論述為指引，在貫
徹 「一國兩制」方針上始終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堅定
不移。深刻認識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成就， 「一
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進一
步增強對 「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不為一時之曲折
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做到堅信而篤行，
讓 「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不斷顯現出來。二

是全面準確。深刻把握並運用 「一國兩制」實踐規
律，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
則，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相統一，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決不允許香港出現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
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守牢 「一國」底
線，同時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確保 「一國兩
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三是長期堅持。深刻認識
「一國兩制」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是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
所具有的十三個顯著優勢之一，進一步從大局和長遠
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工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
維護社會穩定，有力回擊各種謠言抹黑，不斷增強香
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推動香港
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實現更
大擔當更大作為更大建樹。

中聯辦：以新的擔當作為迎接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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