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
安
雅
安

捐款

同
胞
情
濃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4要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港救援隊隨時候命
中聯辦設賑災專戶接收善款

話你知

關 昭

吸取震禍教訓 發展更重防災 「圍堵」私宅不得人心

社 評 井水集

中國四川雅安發生了逾七級大地震
，已造成了逾兩百人死亡，經濟也將遭
受一定程度的損失。國家立刻展開了救
災行動，希望盡力減低傷亡。雅安一如
之前的汶川等地，都處於西部大斷層帶
上，乃地震等地質災害頻發地區，出現
強震亦非全屬意外。中國的緊急救援以
至災後重建工作亦經驗豐富，但今後對
於防災理應作出更多部署，希望通過災
前努力，可減少災中損失及災後救助。
經濟發展模式也自應更充分考慮重大災
難性因素，使更能適應突發事故的發生
和吸收其衝擊。

地震的即時經濟影響不會明顯，當
地的生產、交通及其他活動將大受影響
，但對全省全國來說，相對只是較少的
干擾，更不會如日本巨災般，引致出口
及全球供應鏈斷裂等現象。救災及重建
工作，又將帶來新的需求而拉高增長，
特別是對一些物資如建材、機器及救援
用品等，促進增產作用尤大。

但從長遠看對地震等災禍，還是應
從慘痛及血的教訓中，於事前更努力地
做好防災減災部署。針對地震災害，首
先是要保證主要建築有足夠的抗震能力

。這其實是一種投資：事前增加投入，
將可由減少災情損失而取得回報。由此
得到的更多人命保全，又非以金錢所能
計算者。

鑑於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且地
震帶又多屬相對貧窮落後的地區，故全
部提高民房抗震水平，絕非朝夕間可達
致的目標。從客觀現實的國情看，只能
先行把重點建築整治好，這包括醫院、
學校、交通樞紐、能源通訊設施和主要
政府部門等。強化此類公眾場地的抗震
水平，不單可保住其中人員，還可成為
發災時的避難及救援中心。

上述的防災概念建設及相應投資，
理應得到更多的政府重視和投入。首先
是加強長遠規劃，把項目分別緩急輕重
來加以落實。除了地震等地質災害外，
中國還要更多投入於防抗水旱及風沙等
自然氣象災害，由於全球環境的轉變，
極端氣候更為頻發，氣候變異呈常態化
傾向，相應的投入增加也應常態化。無
論地震或氣象等天災，要準確預測仍未
可能，但減災建設卻可以做。何況這又
是另一個由增加內需來推動增長的好機
會，其社會及經濟效果均是明顯的。

顯然，今後中國在規劃發展，和推
動發展模式轉換中，必須更多考慮納入
防災減損概念的建設項目。這樣便可對
意外及非常態事故，提供了較常態化的
應對框架和能力。這樣的模式轉換，是
更有實效，和可提供了更佳的經濟質素
的。

同時還要更多考慮西部大開發的事
情。大西部恰好也是自然環境較差、天
然災害較多發（尤其震災）的地區，而
當地由於發展水平較低，對抗及救助災
害的能力也較薄弱，故要更多依靠外地
支援。加快西部開發正好從根本上強化
當地的自我防災救災能力，如開發項目
更多考慮防災減災功能，則會更具效益
，既可助推發展，又可減少損傷。

災害發生，令人更覺生活所在的地
球村並不安穩，世界同樣也並不太平，
到處是動盪與烽煙，因此居安思危乃必
要的求存思維，備戰備荒的原則長期有
用，而這也理應更多反映在發展規劃及
模式轉換之中。每次災情都帶來教訓，
而人們也應要問：這次災情是否顯示上
次的教訓已充分吸取？傷亡及損失等均
已有所減輕？

一批碼頭罷工工人，昨日去到深
水灣李嘉誠的大宅外舉標語牌、叫口
號，要求 「對話」 。

當然，這是一場不可能有結果的
「做騷」 而已，而且令市民對工人的

同情度再減分。正如 「和黃」 負責人
霍建寧所說，職工盟李卓人拿出了當
年內地 「文革」 那一套。如果這一套
可以得逞，相信香港很快就會從自由
經濟城市的排名榜上掉下來，令投資
者卻步。

碼頭工潮事件在李卓人的操控下
，已經偏離原先的目標越來越遠，針
對李嘉誠個人的行動與工人的加薪訴
求根本並無必然聯繫，難道迫令投資
者關門歇業是工人的目的與利益？外
判商 「高寶」 已宣布結業，但罷工工
人又贏到了什麼？如果再有外判商倒
下，最終工人可能連飯碗都不保，更
不要說加薪了。

當然，外判商與罷工工人 「雙輸
」 ，有人是會當 「贏家」 的，這個人
就是李卓人。事實是，眼前事態，自
「佔碼」 開始，談判破裂，到圍堵長

江中心、圍堵李嘉誠大宅，一步一步

，都是李卓人 「精心策劃」 的結果。
其中，百分之二十三的加幅就是李卓
人的 「狐狸尾巴」 。明眼人都會看到
，如此高的加幅是任何勞資談判都不
可能達到的，而堅持不讓步，唯一的
結果就是令談判破裂，如此圍堵長江
中心和李宅的行動就可以 「登場」 了。

眼前，勞工處仍在努力斡旋，外
判商 「永豐」 亦已提出兩年共百分之
十二的加幅，部分罷工工人也已身心
俱疲，希望事件早日結束；但對李卓
人來說，不讓事件結束、不讓工人返
回談判桌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一些罷工工人可能不知道，李卓
人除了職工盟外，頭上還戴另一頂
「帽子」 ，就是 「支聯會」 的主席。

如果碼頭工人事件能夠拖到五、六月
間，工人一直圍堵長江中心，屆時李
卓人手上就可以多一項 「本錢」 ；如
果事件能夠進一步再拖到 「佔領中環
」 上演，他就更可大出風頭了。李卓
人的政客嘴臉在碼頭工潮事件中已暴
露無遺。

2008年5月12日
發生的四川大地震令

全球關注，香港與祖國同胞血濃於水，對救
災工作更是不遺餘力。

特區政府當時就汶川大地震亦作出了即
時反應，包括立法會即時撥款3.5億元作為首
筆抗震救災之用，並即時組織救援隊，由38名
消防員和3名救護員組成的搜救隊伍，在5月15
日及16日出發，成為在支援四川汶川抗震救災
中，第一支進入災區的境外搜救隊。其後消
防處、醫管局及其他部門亦陸續加入救援工
作，一共有130名人員往四川參與救災工作。

隨災情基本穩定，特區政府將援助重

點轉為協助災後重建，災後兩個月，特區政
府設立援川專項基金，並獲立法會支持撥款20
億元，並在同年10月在成都與四川省人民政府
簽署合作安排，確定參與首階段的20個援建項
目，包括基礎設施以及醫療、教育設施等。

民間的募捐亦在四面八方湧來，單是民
間機構籌集各方善款在2008年底已超過21億港
元，突破香港有史以來單項慈善活動最高紀
錄。事實上，在災後一個多月，經由中聯辦
轉交災區的善款已超過10億港元，而自發前往
中聯辦弔唁的香港市民更多達2000人，相信至
今連同民間捐款，援助汶川的善款已達百億
元計。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地震災民的生
活突逢劇變，心靈難免受創傷，災後心理輔導協
會表示，昨起已分批派出150名輔導員往災區，當
中大部分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受災者，盼以過來
人身份為災民作出輔導。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杜永政昨日表示，
該會在08年的汶川大地震，曾派出輔導員協助當
地居民，不少人接受輔導後都希望成為輔導員再
幫助別人，過去五年，協會訓練了逾500名災民成
為輔導員，當中150人已由前日起，分批出發往四
川雅安災區，為當地人提供輔導。由於這批輔導
員能直接以四川話與災民溝通，減少語言及文化

差異而產生文化衝突或 「斷錯症」情況，而過來
人身份亦令輔導技巧更 「貼心」。

杜永政指，由於發生地震時為早上，許多居
民在夢中驚醒，預計有逾40萬人將出現創傷後壓
力症，病徵包括連續七天或以上失眠、惡夢、幻
覺、手震及食慾不振等。協會採用的輔導方法，
毋須災民複述不開心的原因，只需說出自己的情
緒反應，輔導員便可作出輔導，最快一小時內令
創傷後壓力症患者情緒變得平復。他稱這方法在
汶川大地震時已開始使用，成效相當理想，成功
率達100%。

百五「過來人」赴雅安輔導災民
08年川震 港賑災不遺餘力

中聯辦賑災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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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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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賑災專戶（英
文名稱：LIAISON OFFICE OF THE
CPG IN THE HKSAR─SPECIAL A/
C FOR DISASTER RELIEF）

01287500193328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西160號2113室（2113,
21/F 160 CONNAUGHT RORD
WEST, H.K）

28314333轉賑災辦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以 「血濃於水．同胞互助
」為題，指在四川地震中，雅安蘆山一帶災情嚴
重，有報道指部分地區由於道路堵塞，造成搶救
困難，而且物資短缺。他指出，中央高度重視災
情，正傾全國之力搶救， 「香港作為國家一分子
，責無旁貸，必將為賑災、救災出力。」他表示
，已委託政務司司長統籌各有關單位待命，他相
信香港市民會一如既往，本同胞之愛，也會大
力支持賑災和救災工作，又感謝赴災區的香港傳
媒冒險報道災情。

特首：血濃於水 同胞互助
除了特區政府的火速行動外，中聯辦網站昨

日亦登出啟事，以 「天災無情 同胞有愛─歡
迎香港同胞為四川蘆山地震災區捐款」為題，表
示已於中國銀行設立了賑災專戶，帳戶名稱為 「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賑災專戶」，帳戶號碼為 「
01287500193328」（詳見表）。

林鄭月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則提到，特區
政府可參與救援、協助賑災和災後重建共三方面
的工作。在參與救援方面，林鄭月娥表示，已要
求醫管局醫護人員、保安局轄下的消防及飛行服
務隊，以及民安隊及醫療輔助隊等候命參與救援
，但本港暫未收到消息是否需要香港救援人員參
與災區救援工作。

林鄭月娥續說，在賑災工作上，現時的既定
機制是透過賑災基金撥款，支出沒有上限，當局
會按實際情況審批，包括撥款予慈善機構及國際
救援組織，於災區作分發物資的工作；或由特區
政府於基金中申請撥款，並把款項交予省政府作
賑災工作。她呼籲參與賑災的國際救援組織向基
金申請撥款，預計數日內可處理申請，而特區政
府亦會自行於基金內撥款予四川省政府。她又說
，已聯絡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希望本星期
內舉行特別會議，申請額外撥款予賑災基金，政
府稍後會定出撥款數字。

賑災基金申請額外撥款
至於重建工作，林鄭月娥表示，需視乎災區

情況，但由於特區政府在08年的汶川大地震時，

已與四川省政府建立緊密的重建合作關係，相信
在有需要時雙方會繼續利用已建立的合作基礎
，參與今次的重建工作，而目前最重要是抗震
救災，減少傷亡， 「香港市民一向本 『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我們和內地的同胞是血濃於水
的。」

張宇人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有關撥款
具迫切性，因此待政府向提供相關數字和資料，
包括所需撥款、款項的使用方法等等，財委會將
配合政府的時間舉行會議。他補充稱，即使主席
運用權力豁免政府提交撥款申請的五天通知期，
最快也要在發出開會通知後的一星期才能開會，
而目前財委會並沒有任何議案阻礙政府提出有關
撥款，因此主導權在政府。至於激進反對派表明
將在審議預算案條例草案時拉布，張宇人表示，
目前難以肯定會否因而影響財委會開會。

飛行服務隊總監陳志培指，飛行服務隊已隨
時候命參與救援。他表示，由於今次災情與08年
汶川地震未必一致，加上內地救援系統亦有進步
，暫時未能評估如參與救援需要派出多少人手。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亦指，局方已準備就
緒，隨時可為四川地震救災工作提供協助，但由
於內地處理災情亦需時，本港會待內地提出需要
時再作配合。醫管局發言人亦表示，會配合政府
的救援工作。

四川地震造成嚴重傷亡，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作為國家一分子是責無
旁貸，必將為救災賑災出力，並委託政務司司長統籌各有關單位待命。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則表示，特區政府會在參與救援、協助賑災和災後重建等三方面工作，政府已
要求救援單位待命參與救援，並計劃在賑災基金撥款協助救援工作。另外，中聯辦網
站昨日登出啟事，公布已於中國銀行設立賑災專戶，歡迎香港同胞捐款救助災區。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林曉晴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林曉晴報道：雅安
災情深受香港各界關心，香港多個救援組織已經
展開救災工作，紅十字會和救世軍已派人到災區
協助災民，包括分發基本生活用品和糧水，而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亦已撥捐100萬元作賑
災。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已將首批捐款共100萬澳門
元送到澳門中聯辦，早前已捐款的全國政協經濟
委員會副主任陳經緯希望各界可承擔社會責任，
一同出力協助災民。

香港紅十字會成都辦事處主管林傳芃表示，
當地救援工作正有秩序進行，而在重災區蘆山縣
的縣城，已有500個帳篷及基本生活用品等運到當
地。林傳芃指，紅十字會已派出15隊搜救隊在當
地受災嚴重的地區協助救援。

救世軍在事發當日已派人到災區視察，而蘆
山縣的四個鄉嚴重受破壞，救世軍人員已協助於
附近購買食品，分發給災民，呼籲市民踴躍支持
救世軍的 「雅安地震救援項目」。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事件中至少有10名
兒童遇難，因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已
即時決定從緊急救援基金中，撥捐100萬元賑災，
並呼籲市民踴躍捐款。該會在08年汶川地震時成
立的 「兒童友好家園」，亦位於今次災區附近，
將密切監察災難對兒童造成的影響和壓力。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將首批捐款共100萬澳門元
送到澳門中聯辦，由其轉交給雅安地震災區。該
行副行長陳曉平表示，除捐款外，中銀澳門分行
將設立專門通道，協助澳門市民向災區捐款，匯

款將不收任何手續費。
另外， 「百仁基金Fitmind慈善跑」昨日舉行

，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
、百仁基金董事會主席李文俊、百仁基金榮譽兼
創會主席李家傑等在活動舉行前，為地震中罹難
人士默哀一分鐘。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陳經緯日前便率先把捐款交到香港中聯辦，
他昨日表示，看到今次地震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
，和大量的房屋倒塌，他希望能承擔社會責任，
「香港人和內地人是血濃於水，當年汶川地震我

們也是捐出第一筆款項。我們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引發大家的愛心。」他希望四川人民可以堅強
渡過難關，強調中央高度關注事件，而全世界華
人都在支持他們。

各界心繫雅安

◀百仁基金
慈善跑舉行前
，王志民（左
三）、林煥光
（右二）、李
文俊（右三）
及李家傑（左
二）等嘉賓為
四川地震中罹
難同胞默哀一
分鐘

中通社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昨日將首批捐款共100萬
澳門元送到澳門中聯辦 中新社

增援 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