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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確保港澳市場內地確保港澳市場

●海關總署：積極落實提前申報、集中申報、
定期申報、24小時預約通關制度，為供港澳農
副產品和飲用水提供方便快捷的通關服務。

●質檢總局：在確保產品質量安全的前
提下，積極協助進口商及時掌握內地農產品
供應的市場信息，簡化農產品檢驗檢疫流程。
●商務部：在安排2012年活畜禽供港澳出口

配額時，充分徵求港澳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意見，足
額安排配額，目前已將配額下達。

【本報訊】中通社二日消息：
《人民日報》2日發表題為《全力保
障港澳市場貨豐價穩》的評論員文
章指出，全力保障對香港、澳門生
活必需品的供應工作，讓廣大港澳
同胞過個好年，是中央政府的深切
牽掛，也是內地人民的誠摯願望。

文章說，中央政府歷來高度重
視內地對港澳生活必需品的穩定供
應和品質安全。香港和澳門回歸祖
國後，內地與港澳進一步建立完善
了緊密、高效的聯繫工作機制，使
內地對港澳生活必需品供應有了可
靠的制度保障。

文章說，目前，內地對港澳農
副產品、水電氣等生活必需品供應
穩定、調配有序、品質安全、數量
充裕、價格平穩，對港澳特區政府
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時也
傳遞着內地與港澳之間血濃於水的
深情。

文章指出，元旦、春節期間，
港澳地區生活必需品消費量將明顯
增長，保供壓力加大。近日，按照
中央統一部署，有關部門、地方和
企業已經第一時間做出安排，確保
節日期間及全年對港澳生活必需品
的穩定供應。

文章還指出，廣東等主供口岸
已備足輸往港澳的鮮活農產品，大
批生產、運輸人員堅守崗位，加班

加點，保證供港澳的肉魚蛋菜不斷檔。文章說，有關部
門要做好突發事件應急準備預案，相關省市也要利用地
域優勢，積極組織貨源，確保物暢其流。企業也要一如

既往地把對港澳生活必需品的保供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滿足

港澳市場的日常消費需
求，讓港澳同胞

歡度一個貨豐
價穩的新春佳

節。

據中新社二日消息：內地相關部門表示，2012 年元旦、
春節期間，將積極擴大內地食品農產品供港澳規模，滿足港澳
市場需求。

深圳開闢「綠色通道」
而內地供應香港的絕大部分民生物資，都經由深圳口岸輸

送。為確保快速通關，深圳海關增設專門窗口，開闢 「綠色通
道」，安排專人專崗對供港澳的農副產品及生活必需品優先辦
理，盡可能縮短鮮活農產品通關時間。

針對供港鮮活塘魚，供澳門禽、畜、魚、蔬菜等鮮活物資
特點，拱北海關實行24小時預約通關，並對批次固定、時效
性要求高的供港澳商品採用集中申報管理，確保供港澳鮮活產
品 「零滯關」。

嚴格檢疫 食品放心
據悉，2011 年 1 月至 12 月，僅拱北口岸驗放供澳門的鮮

活產品已逾 11.5 萬噸。貨豐更要質優。為確保供港澳鮮活冷
凍農產品質量安全，商務部積極督促企業嚴格檢驗檢疫制度，
完善 「從源頭到出口」全過程質量安全體系，確保供港澳註冊
種植（養殖）場不發生疫病疫情，讓港澳市民吃上放心食品。

增加冰鮮雞供港數量
近期，香港發生禽流感事件，特區政府決定暫停活雞進口

。商務部、質檢總局密切關注疫情動向，通知企業做好應對防
範，在香港暫停進口活雞期間，相應增加冰鮮雞供應數量。

海關總署對涉證的農副產品及生活必需品，嚴格要求出口
企業提供有關許可證件驗放，同時加強對相關出口商品的風險
分析和布控查驗。

質檢部門嚴格對註冊飼養場和外貿公司的監管，做好供港
澳活動物免疫工作，加強抗體效價監測，確保免疫質量和效果
；嚴把檢驗檢疫質量關，確保供港澳活動物的安全衛生供應。

2011 年，針對內地豬肉價格上漲、出口價格倒掛、市場
波動等情況，商務部分別在1月、6月、10月和12月召開保障
港澳供應工作座談會，分析形勢，布置工作。7月，商務部與
質檢總局聯合下發通知，督促地方主管部門及供港澳企業顧大
局，保證對港澳市場的穩定供應和質量安全。

●供港農產品 49.5 億美元
，同比增長32.4%。

●供澳農產品2.4億美元，
同比增長22.7%。

●供港活豬134萬頭、活牛
2.6萬頭、活雞 207萬隻
、大米2.8萬噸、小麥粉
10.8 萬噸、蔬菜 60.7 萬
噸、水產品15.9萬噸。

●供澳活豬8.7萬頭、活牛
2500 萬頭、活雞 250 萬
隻、大米946噸、小麥粉
6378噸、蔬菜4.7萬噸、
水產品1萬噸。

【本報訊】迎新辭舊，年味漸濃。為全力保障
對香港、澳門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內地各相關部門
和地區正積極組織貨源，確保港澳市場貨豐質優。

內地相關部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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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日電】深圳
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今日發布31日高致病
性禽流感死亡病例 H5N1 毒株的基因序列
，並與香港有關方面公布的人和動物禽流
感病毒的基因測序結果進行了比對，病毒
基因受體仍為禽類，不會人傳染人，市民
無需恐慌。目前，深圳各口岸加強出入境

人員體溫監測和醫學巡查，着重加強呼吸
道傳染病的排查和處置。

深圳市2011年12月31日1例人感染高
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死亡，患者陳發玉
，男，39歲，公共汽車司機。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們連
續奮戰 72 小時，對 2011 年 12 月 31 日確診

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者 H5N1 病毒的基
因組序列進行測定和生物信息學分析，發
現該患者感染的病毒屬 2.3.2.1 亞系的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對人類具有極強的致病
性。通過進化分析發現該毒株與國內鴨群
中分離到的禽流感病毒同源性較高（為
90%），均屬禽源H5N1病毒，說明此次毒

株感染是由禽類直接感染到人的。而此前
2005-2006年中國大陸南方流行的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主要為2.3.4譜系。

深圳市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馬漢武說
，病人與香港 2011 年禽流感死亡的野鳥病
毒基因接近，與家禽較遠。專家從病毒的
基因特點分析發現，此次患者所感染的病
毒較之前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已發生了
一些基因突變，但其受體依然為禽類受體
，依舊不能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傳播，廣大
市民無需恐慌。

為了合理指導臨床用藥，深圳疾控中
心專家對該病毒的耐藥性進行了分析，結
果顯示，病毒對金剛烷類的藥物較為敏感
（包括金剛乙胺、曲金剛胺、金剛溴胺、
美金剛等），但對達菲類藥物的耐藥性作
用還在進一步研究之中。

疫情未影響穗市場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二日電】繼香

港發現禽流感病毒及深圳一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患者日前因醫治無效死亡後，廣州
增城一養雞場2000多雞隻去年12月28日集
體染病死亡，廣州農業部門已排除感染禽
流感可能。記者採訪發現，發生在港深的
禽流感疫情並未對廣州雞肉市場造成影響。

記者今天在市區的石牌東肉菜市場看
到，無論是活雞檔口還是已宰殺好的雞肉
檔口，不時都有顧客光臨。一家活雞檔口
的檔主陳先生告訴記者，檔口的雞都是通
過正規的市場進貨的，經過相關部門的檢
查，相信不會有問題。 「目前生意完全沒
有受到影響，向酒樓、餐廳供貨加上零售
，一天能賣出四五百隻雞。」

深禽流病毒不會人傳人

2011年1-11月

基因驗出突變 受體仍為禽類

▲文錦渡口岸的檢驗檢疫工作人員在檢查運港凍雞
產品 資料圖片

▲廣東國通物流城的員工將供港鮮
魚裝到密封冷櫃車中 資料圖片

▼從內地輸入香港的活牛 林雨燊攝

鍾庭耀民調政治化新年經濟實難料 中國獨好存隱憂
一年伊始，去舊迎新本應喜氣洋洋

，但若細看全球的政經形勢卻難有喜氣
，今年的展望只能以烏雲壓頂或驚濤駭
浪來形容。究其根本原因，乃歷史已進
入了世界秩序新舊交替的轉折點，在此
時期自難免震盪頻繁，可知與不可知的
風險因素日多。

去歲難忘，新歲難測。去年的全球
政經大震盪回想起來仍令人心有餘悸。
歐債危機的難解及不斷惡化，帶來了連
番的市場動盪，更令經濟復蘇似有若無
，到年尾時連印度、巴西等經濟動力強
勁的金磚大國，亦呈後勁不繼之象。其
他重大事故如日本巨災和中東、北非動
亂等，都是前所少見者。由去年啟動的
各種兇險及混亂趨勢，在今年必將繼續
開展，最差的時刻並未過去，不明朗因
素更多，特別是出現突變的機率已上升
，瞻望前景，予人之感是風雲變幻難名
狀，煙水蒼茫怎問津？

從財經角度看，要了解今年及之後
的近期形勢，必先看一些結構性的基本
要點。首先是發達國前景不妙，而動力
足的新興經濟陣營又覺不穩，且難免受
發達國連累而未能脫鈎（decouple）。

發達經濟正受到幾個深層因素夾擊：
（一）缺乏有效的宏調擴張政策推動經
濟。財政擴張已不可為，貨幣擴張則師
老無功，連量化寬鬆的治標效果亦已遞
減。（二）去槓桿化必須繼續甚至要加
快。尤其美日及歐洲多國的公共債負已
到了危險邊緣。（三）增長缺乏內生動
力。投資不足及體制障礙早令經濟活力
大減，再碰上在多國人口老化的影響開
始浮現，而新興經濟的增長料將顯著放
慢，令形勢更為不妙。這些因素，便足
令今年以至更長期間增長及發展受到制
約，經濟底氣持續走弱。

從具體的層面看，今年全球經濟將
要面對幾個難題：（一）GDP增長下調
，在國際外需轉弱及信用緊縮等壓力外
，還有其他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歐洲
經濟在深度緊縮下，再陷衰退的機率特
高，如是則波及面將甚廣。加上新興經
濟這個全球增長火車頭也將失速，各地
失業必將上升，並可能與增長形成下調
的惡性循環。（二）國債問題急待解決
。歐債形勢日緊，希臘及意大利的減赤
與改革方案必須取得成效，否則將引爆
危機而一發不可收拾。美日兩國債負比

歐洲更高，在今年內必須開始作出必要
調整，否則市場信心難保。此外，一些
新興大國如印度也須注意削減財赤。
（三）金融不穩。國債重負與銀行不良
資產等問題已混成一體，並互相拖累，
國債危機也就是銀行危機。因此信用緊
縮料將持續甚至會收得更緊，令經濟更
為不振，更須防會有金融市場出現崩潰
，其連鎖效應將引發巨大的全面震盪。

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會加深上述難題
的衝擊力，包括各國政局不安，民眾抗
爭日烈，國際摩擦日增，中東動盪抬高
油價，和極端天氣或自然巨災做成供應
鏈斷裂等，可謂禍不單行。

在全球主要經濟中，看來只有中國
仍可保住經濟的穩定高增長基本格局。
但除外需轉弱的不利影響外，還要十分
留意一些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如樓市下
調、銀行信貸質素惡化、中小企陷困，
和出現地方信用危機等。香港方面，雖
也會受到國際的不利影響，但只要內地
不出重大事故，則經濟情況不致太差。
總之，兩地今年在面對外圍不穩中仍可
處變不驚，但務必保持警覺，尤要發奮
上進自強不息，使能增強抗衝擊能力。

港大民意調查中心主任鍾庭耀昨
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 「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 「干預」 學術自
由，是 「政治施壓」 。

事情的起因，是鍾庭耀日前進行
了一項民調，設題是問被訪者認同自
己是一個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結果是
「香港人多於中國人」 。

本來，這個命題的荒謬，不必郝
鐵川指出，市民也會覺得幾近 「阿媽
係女人」 般搞笑：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是什麼人？火星人嗎？

不過，如果僅以此來看待鍾庭耀
的 「學術」 ，那也確是太小覷這位
「民調專家」 了。香港人就是中國人

，不應把兩者分割、對立、 「二擇其
一」 ，論者對此早已有所指出，除了
亂港傳媒，一般傳媒對這 「偉大發現
」 也已經沒有什麼報道的興趣；但鍾
庭耀還是樂此不疲，年年有此一問，
目的無非也就是要 「提醒」 香港人、
特別是年輕人，你們可以不當自己是
中國人，起碼是不認同 「一國」 的中
國人，而且要不讓 「中國人」 來干預
香港、干預 「香港人」 。

所以，鍾庭耀其實虛偽得很，既
有膽設定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的政
治議題，為什麼又不敢承認，反要指
批評他的人是 「政治干預」 呢？

更可笑的是，香港回歸祖國已經
十四年多， 「中聯辦」 作為中央駐港
機構，對涉及 「一國」 概念的問題發
表一下意見，還會被指為 「政治干預
」 ，這些人的頭腦大概真的已經是如
花崗岩般不可救藥。就是當年在港英
殖民管治下，對涉及國家利益，民族
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 「中聯辦」 前
身的 「新華社」 尚且可以公開發表意
見、直斥其非，怎麼，如今 「一國兩
制」 之下，有關人士表達意見竟被指
為干預，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如果說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這
一議題還不夠政治化，鍾庭耀下一個
民調要推出 「全港市民選特首」 ，就
更是赤裸裸的政治設題了。特首選舉
是嚴肅的憲制問題，必須依法而行，
企圖以所謂學術自由、民意調查來進
行干預，鍾庭耀 「民調政治化」 的伎
倆與意圖，便再也明白不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