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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當局在邊
境出入境口岸加強堵截 「雙非」 孕婦
的措施奏效，衝關的內地 「雙非」 孕
婦數量減少。入境處最新數字顯示，
今年以來已有二千七百多名無預約到
醫院分娩的內地孕婦被拒入境。梁振
英重申，希望透過行政措施處理 「雙
非」 孕婦問題，釋法途徑 「可免則免
」 。

實習記者 招 陽

特首指堵雙非奏效

梁振英將反映菲慘劇家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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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招陽報道：新學年跨境學童
將達一萬七千人，較去年上升三成。入境處為方便跨
境學童過關，引進新的資料辨識系統以簡化過關程序
。學童過關時間將減少近半，更有望可留在校巴辦理
過關手續。行政長官梁振英與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
早到落馬洲支線管制站，視察新系統的試用情況。

掃描辨識標籤即能確認
記者昨日在管制站看到，約三十名試用新系統的

幼稚園跨境學童，手持新系統專用的辨識標籤，過關
時交由入境處人員在專用的手持辨識機上掃描，入境
處人員根據辨識機顯示的學童頭像和資料，確認其身
份。每位學童僅需六至七秒便完成過關手續，較傳統
櫃枱的辦理快近一半。

入境處助理處長（管制）曾國衛表示，新的入境
資料辨析系統類似於自助入境形式，簡化了如翻開身
份證明文件等入境程序。目前新系統在落馬洲支線管
制站試用，待九月份開學後，新系統將推廣至落馬洲
支線、深圳灣、落馬洲皇崗口岸、文錦渡及沙頭角五
個管制站。目前已有約一千六百名跨境學童獲發和試
用新辨析標籤，處方預料在新系統推廣後，絕大多數
的跨境學童亦將使用。

曾國衛續指，新學年開始後，在落馬洲皇崗口岸
、文錦渡、深圳灣及沙頭角四個出入境管制站，入境
處計劃直接由處方人員手持辨識機，上校巴為學童核
對身份，避免學童因下車辦理手續而可能出現過馬路
、走失等危險。另外，若按每位學童六至七秒的速度
，計算入境處人員上車檢查學童過關的時間，一輛五
十座的跨境學童校巴則將可在十分鐘內便完成手續。

跨境學童使用新系統，只需由學校登記個人資料
，經入境處審核和記錄後，便可免費獲發辨識標籤，

將其貼在身份證明文件上，即可使用新系統過關。入境處用了二
百多萬元，研發該系統及生產約五十部專用手持辨析機。

新系統的辨析標籤需一年更新一次，曾國衛說，相比有效期
為五年的傳統學童回港證，能更準確顯示學童的面容和個人資料
，降低入境處人員判斷的難度。

在落馬洲支線口岸，入境處則會專設新辨識系統櫃位供跨境
學童使用。除現階段推出的過境新辨識系統外，入境處早前亦已
在羅湖管制站設立了六條跨境學童e道，避免跨境學童與其他過
關人士造成混亂。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陳紹鴻估計，新學年有數十名小一跨
境童，暫不清楚有多少學童已申請簡易過關程序，校方於本周六
舉行小一迎新日，月底將為小一生提供預備班。他說，新入境措
施下，學童可在校巴上辦理過關手續，確保跨境童安全和過關順
暢，但部分高小的跨境童因未獲發禁區紙而未能乘坐校巴，仍要
冒險自己過關上學，希望局方研究增發禁區紙及作長遠規劃。此
外，他指出，由於跨境校巴大幅加價，憂慮部分跨境童最終未能
乘搭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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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在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入境處
處長陳國基陪同下，實地視察落馬洲管制站的
過境設施，了解內地 「雙非」孕婦大量來港產
子對香港服務的影響。梁振英表示，私家醫院
明年對內地 「雙非」孕婦實施 「零配額」措施
，政府過去數月一直跟進此事，認為近期一系
列堵截 「雙非」孕婦的措施行之有效。

讚揚口岸人員工作
梁振英表示，口岸人員以目測方法檢查，

若發現有過關的 「雙非」孕婦沒有預約來港產
子，便請她們自願返回內地，他讚揚口岸人員
，特別是入境處人員做了大量有效工作，近期
衝關的內地 「雙非」孕婦數字已十分少。

入境處數字顯示，自去年底全面加強堵截
「雙非」孕婦後，今年截至本月十九日，入境

處在各邊境口岸截查進一步詢問的內地孕婦，
共有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五人。其中，二千七百
六十七名無預約的內地孕婦被拒入境，超過去
年全年一千九百三十一名內地孕婦被拒入境的
數字。至於內地孕婦不經預約闖急症室產子的
個案，就大幅下降，由去年九至十二月的每月
平均一百五十宗，降至今年一至四月的每月平
均九十宗，五至七月進一步下降至每月四十五
宗或以下。

冀廣泛聽社會意見
梁振英指出， 「雙非」孕婦在港產子後，

其子女日後過關對口岸服務造成壓力，對新界
北區幼稚園和將來小學學額分配，以及未來數

年兒科醫療服務，亦會造成壓力。至於長遠解
決方法， 「釋法」雖是方法之一，但他強調
「可免則免」，除了在法律方面根本解決問題

外，希望循多方面考慮，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
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在另一場合表示
，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不單引起醫療體系問
題，對教育和社會福利也構成壓力，所以明年
起採取 「雙非」零配額的措施乃非不得已。他
有信心在醫院體系配合及入境處把關下，可透
過行政手段達至堵截 「雙非」孕婦目的，而政
府會積極檢視如何從法律途徑長遠解決問題。

另外，梁振英否認有報道指政府有意在邊
境設立邊境特區，他稱特區政府不會在口岸完
全不設任何邊檢措施。

重申釋法可免則免

▲梁振英等視察新的資料辨識系統試用情況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訊】最低工資委員會日前未能就檢討最低工
資水平達成共識。資方委員堅持維持時薪二十八元不變
，委員會下月再開會落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重
申，外界需要給予空間和時間，相信委員會可在十月底
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

另外，張建宗昨日出席香港心理衛生會活動時表示
，政府在二○○一年撥款五千萬元設立的 「創業展才能
」計劃，資助康復服務機構成立社企，至今創造近八百
個就業機會，當中七成職位專為殘疾人士而設，今年政
府更計劃注資一億元，鼓勵更多機構參與。

【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本周日率領代表團
前赴北京，與內地相關機構官員會面，就醫療、藥物、中醫藥
及食品供應和安全等事務，舉行會議，進一步加強雙方聯繫。

高永文昨日表示，訪京行程包括推廣中醫藥。他稱食衛
局除與衛生部合作外，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有恆常接觸，今
次與衛生部相關官員會面時，將涵蓋性地討論各衛生領域，
包括中醫藥發展方面的合作。

隨同高永文出發的代表團成員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
書長（衛生）袁銘輝、衛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醫院管理局
主席胡定旭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食物及衛生
局常任秘書長（食物）黎陳芷娟、食物安全專員譚麗芬醫生
和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檢驗及檢疫）薛漢宗獸醫則會
於八月二十七日出發，與代表團會合。

訪京期間，代表團到訪的內地單位包括衛生部、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和北京市衛生局。高永文亦會禮節性拜訪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代表團將於八月二十八日晚返港。

「啟豐二號」保釣船平安返港，不少市民
表示歡迎，這很好。但說到國民教育，這中間
的一些人卻大表反對。這真是奇怪得很，因為
二者本來並不矛盾。撇開專門撈政治油水者不
談，上述市民無可置疑是愛國的，但當中不乏
對國家的執政黨缺少認識，因此心存偏見。

我們先別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可從另
一個角度問這些市民：解放軍是威武雄師，你
同意嗎？他們會答：同意。再問：國家的航天
科研成就一日千里，你同意嗎？他們又會答：
同意。國家的奧運金牌選手為國家改善形象，
你同意嗎？他們也會不假思索地答：同意。
再問下去，國家的其他成就，他們都會連連
點頭。

其實這一切的背後都與國家的執政黨密切
相關，沒有現任政府的領導，國家不可能取得
驕人成就；中國國力如果薄弱，在中國版圖裡

只是芝麻般小的香港，裡面的中國人踏足海外
更會被別人看不起。

我們不必爭論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佳
，因為不少人固執不通， 「講極都唔明」。當
然，結合每個社會的發展歷史，每種制度都有
優缺點，否則，改革二字就不必常掛嘴邊。我
們且去比較一下其他地方，管治手法、社會秩
序、人民生活水平、選舉制度等，孰優孰劣，
當會一目了然。說官員貪腐，日本、韓國號稱
民主國家，其官員貪腐不嚴重嗎？說社會治安
，意大利黑手黨的行徑不恐怖嗎？說黑金政治
，台灣藍綠對陣陳水扁時代不存在嗎？意、台
不都實行民主選舉嗎？在債務危機影響下，歐
洲各國束手無策，在那裡生活很舒泰嗎？他們
不都是自由民主國家嗎？諸如此類，只要我們
把各地的情況逐一列舉出來， 「最怕貨比貨」
，沒有比較不知道原來自己身在福中。

真正的愛國者不能 「斬件式」，愛這
一部分不愛另一部分，維護國家領土完
整固然是愛國的一種表現，尊重
國家執政黨也應是愛國的另一種
表現。

保釣與國教密切相關

宇文劍

政府擬注一億元
助殘障人士就業

【本報訊】本港訪港旅客再創新高，上月訪
港旅客有四百多萬人次，較去年同月增加一成三
，而今年首七個月的訪港旅客累積數字有二千六
百多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一成五，而內地旅客
仍是佔訪港旅客的大多數，上月較去年同比增加
兩成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內地政府正研
發有晶片的新一代雙程證，期望計劃可於明年推
行。

旅發局公布今年七月訪港旅客共四百三十多
萬人次，較去年同月增加一成三。綜合今年首七
個月的數據，訪港旅客累計達二千六百多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五。

其中內地的訪港旅客仍是訪港旅客的 「支柱
」，今年七月內地訪港旅客有三百二十多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增加兩成一，而今年首七個月，內
地的訪港旅客累計有一千八百多萬人次，較去年
同比增加兩成二。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於暑假期間訪港的
旅客，特別是內地訪港的旅客數字持續上升，令
口岸的壓力越來越大，為此入境處針對深圳持有
一簽多行的旅客，容許他們辦理手續後，可以使
用 e-道自助過關，截至本月十五日，有逾二十
七萬名內地旅客登記使用，合共有五百一十七萬
人使用該服務。

他續指，內地旅客經過分流後，口岸壓力相
應減低，而內地政府未來會研發新一代的雙程證，證內設有
晶片儲存旅客的資料，旅客可用 e-道自助過關，期望有關
計劃可於明年推行。

【本報訊】實習記者盧雪花、招陽報道：菲律
賓馬尼拉人質事件已發生兩年，市民仍然關注死者
家屬和生還者的訴求。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晨視察落
馬洲過關口岸時表示，他十分關注馬尼拉人質事件
，將深入了解受傷人質和受害者家屬的訴求。此外
，當局亦承諾，梁振英於下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
議時，將向菲律賓總統直接反映家屬的訴求。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天陪同梁振英視察落馬洲
過關口岸，被問及有關馬尼拉人質事件，黎棟國表
示，現在事件受害者的家屬爭取賠償的對象是菲律
賓政府，香港政府已向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轉達受
害人家屬訴求，並已通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向菲律賓當局商討索賠事宜，顯然這個過程的進展
不快、不理想，但儘管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仍會
繼續跟進。

昨天下午，黎棟國又與特首辦主任邱騰華會見
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死者家屬和生還者。邱騰華在會
上表示，梁振英下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將與
菲律賓總統進行雙邊會談，並直接向對方反映馬尼
拉人質事件家屬的訴求。黎棟國則表示，保安局未
來幾天會派出一名專員與家屬聯繫，跟進事態發展
。他又說，政府和家屬的立場一致，都是為了維護
公平正義。

馬尼拉人質事件中殉職領隊謝廷駿的哥哥謝志
堅與弟弟謝志恒昨天出席見面會，他們表示，期待
梁振英在結束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後，能夠與家屬和
生還者見面，傾聽家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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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人質事件中殉職領隊謝廷駿的哥哥謝志堅（左一）昨天出席見面會，與在場人士一起為事件
中死者默哀

▲內地旅客仍然是訪港旅客的支柱 資料圖片

高永文訪京商藥品安全

▲勞福局長張建宗向六位殘疾人士頒發嘉許狀，以
表揚他們重投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