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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農曆新年期間，有三頭流浪牛闖進梅窩一間超級市場，在水果和蔬
菜貨架上的貨物直接 開餐 ，引發社會熱話
▲

流浪牛擾民？先因人擾牛！
農曆新年期間，筆者被一則新聞吸引了眼球：三頭流浪牛闖進梅窩一間超級市場，在水果和
蔬菜貨架上的貨物直接 「開餐」 。筆者在新聞片段看到，超級市場內仍有不少客人，大家都對流
浪牛的舉動很好奇，拿出手機拍攝。這個畫面或許可以增加新年話題的娛樂性，但流浪牛雖然性
格多溫和，但仍有一定的攻擊性。流浪牛闖入居民區和農地破壞的問題，在大嶼山地區已經不是
新聞，加上野豬經常在民居附近出沒，如何平衡保護動物權益，及防止滋擾市民問題，是漁農自
然護理署亟待解決的問題。

﹁
﹂

青年有話說

莊學謙
菁英會會員、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有機構提出可以將牛隻人為遷往人煙稀
少的西貢某些地區，遷入之前會研究那裏草
的種類是否適合牛的生存，並評估 各 項 其
他標準。給牛隻找到更好的棲息地點並且
不會滋擾到人類固然是件好事，但筆者認
為，是否有更好的辦法讓動物不需要離開長

久的棲息地，並且又可以不打擾到在此生活
的市民？

人工建築阻擋牛隻上山
大嶼山的流浪牛，想必很多市民和筆者
都不陌生，在客流如織的昂坪市集大佛附近

就能看到很多被官方編號的牛隻在悠然的散
步吃草，已成為遊客眼中的流動景點，如果
將流浪牛成批遷離，景點就少了一些鄉土氣
息。但如果保留這些流浪牛，那麼就不能保
證牠們只在景點附近徘徊，而不會闖入一般
市民的生活區域。
筆者了解到，很多牛，尤其是梅窩市區
的牛本身並不是棲息在這些海邊的平地，而
是在蓮花山和神樂院附近的山上出沒，牠們
在酷暑的時候到銀鑛灣附近的海邊納涼，但
由於多了人工建設的建築或設施，阻擋了牠
們上山的路，才讓牠們在市區的馬路和行人

路之間出沒。牛隻放棄了一直以來生活習性
，對市民造成了滋擾，但這背後的原因可能
就是市民和政府本身，這樣的事實讓我們不
得不思考自然和人類的關係。
特區政府和市民一向對動物都保持最大
限度的友好，《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也旨在
保護市民安全和權益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保

香港法律界應把握大灣區機遇

侮辱國歌豈可再容忍？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轉眼間豬年已到，先在此祝大家豬年快樂
，諸事順利。所謂新年新希望，新年初不少善
信都會蜂擁到廟宇上頭炷香，祈求 「豬」事順
利，以及香港繁榮安定，筆者最大願望當然是
香港政通人和，政府多聽民意施政，以及《國
歌法》立法。
剛於一月澳門立法會已通過修訂《國旗國
歌法》，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新行政法規，列明
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
體規定，包括增加必須展示或升掛國旗、區旗

的地點。規定將於6月1日起生效，但香港因為
有些議員不斷試圖製造恐慌阻《國歌法》立法
，以使仍然在立法程序中。

只有心中有鬼 才怕立法
其實《國歌法》立法原意是維護國歌尊嚴
，引導市民尊重國歌，在過去政府就《國歌法
》立法諮詢民意的時候，與不同政黨、教育界
、演藝文化界、法律界等各界代表和學者進行
過充分溝通及討論，對《國歌法》具體立法工
作已拿捏得好，對所謂的爭議如檢控期、法例
的鬆緊、什麼情況會觸犯法例等，均作出清晰
解釋，本港主流民意普遍贊成立法。
近年有不少人將情緒發泄在國歌身上，包
括噓國歌，這實在是極不尊重的行為，除了不

護原生動物的生存權利。筆者冀政府有關部
門可以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不要急於找到
解決之法，投放更多時間和心力研究問題的
根本原因，例如此次流浪牛滋擾的事件，能
更多地幫助流浪牛找到回到棲息地的路，讓
牠們不必 「背井離鄉」的同時，又省下一筆
公帑，何樂而不為？

尊重國家，連自己也不尊重，因不要忘記他們
自己也是中國人。筆者身為國家一分子，有責
任和義務去尊重和捍衛國歌的尊嚴，以及教導
年輕一代，認識國歌。
從國歌歷史認識抗日戰爭、新中國建立等，
以及建構國民身份認同也是一個很重要過程。
筆者上年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國歌
法》立法公聽會，引用了諺語 「平生不作虧心
事，夜半敲門也不驚」指出，其實只有心中有
鬼才會怕鬼，愛犯法的人才會害怕立法，所以
平常守法的市民根本毋須害怕。而且世界各國
包括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都有保護國歌
的法例，《國歌法》立法根本是國際慣例，所
以筆者希望反對人士勿再為反而反，尊重民意
，功德無量也。

就是敢言
洪英毅 律師、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大家翹首以待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出台，而《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亦已在昨日（二十一日）早上順利召開
。自大灣區規劃綱要公布以來，香港社會各界反應相當正面，筆者身
為一分子的法律界更是熱切憧憬這項重大國家戰略對香港帶來的機遇
，筆者希望透過本文，就本港法律界應如何把握大灣區的機遇提出兩
個建議。
推動在內地持續進修。持續進修在當今知識性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依賴 「售賣知識維生」的律師們，更是有必要定期更新自己的知識、
學習最新的法律，方能為當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意見。或許由於歷史的原
因，除了本港各家大學，以及專業學會提供的進修課程外，不少香港律師
心儀的進修地點仍以英美國家為主，其中英國的一年制碩士課程最受青睞
。然而，遠赴英美等地進修固然經濟成本高昂，學到的知識也可能因為法
制差異而未必能在工作上實踐和應用。

三地對法律服務需求殷切

佛山人消費力強 港青抓緊創業良機
黃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在新春時分與家人去了佛山遊玩，深刻感
受到嶺南文化的發源。佛山市位處粵港澳灣區
，與廣州、肇慶和中山連接，在廣東省各地級
市國內生產總值排名中，僅次於深圳和廣州，
排名第三。佛山市轄下：禪城、南海、三水、
順德和高明五區。是廣東省內製造業強市，亦
是著名僑鄉，很多香港人的祖籍地都在佛山。
一提到佛山，很多朋友會想到：黃飛鴻、
十三姨、鬼腳七、豬肉榮、功夫、詠春等在影
視文化中的著作；還有順德菜、大良雙皮奶、
毋米粥、老火靚湯和粵式點心等。這次我們到
禪城區，參觀了祖廟和嶺南天地，不說不知在
祖廟區域的嶺南天地，原來是港資發展商耗巨
資打造。將祖廟片區的文物與舊有的老房屋保

留及修飾，活化成為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商業
街區，引進餐飲、飾物店、露天市集、酒莊、
博物館、傳統文化商店、創意店舖和國際酒店
，使遊客能在這別有天地的街區，感受傳統、
文化、購物、娛樂和居住所需。
從祖廟到嶺南天地一路走來，會感受到佛
山發展一路走來的歷程與成就。當我們細細觀
閱身旁百年歷史的歐式大宅的簡介，才知原來
這是紅雙喜煙草家 族 創 辦 人 的 大 宅 ， 那 是 保
濟丸創辦人的大宅，我們才知道原來，很多
港人熟悉的百年老字號緣於佛山。亦從而了
解到為什麼佛山於現代的工商業興盛，是有
百年根基。
來到佛山的茶樓喝茶吃點心，亦別有一番
風味，佛山的茶樓會在茶桌旁備有茶具、水爐
和茶葉，讓客人自煲自斟自飲，點心則有數十
種，大都是與港式酒樓點心相同，但在裝修上
，就有六、七十年代港式酒樓風情，這亦可認
為是一種文化傳承。在接觸中，亦看到有為數

不少的港青在佛山創業，投資餐飲和文創方面
的項目，大都做得有聲有色。佛山亦有過千萬
人口，消費力強勁，消費成本開支約香港的五
至六成左右，亦是個大市場，值得有興趣到內
地開創消費市場的港青關注。

▲佛山市位處粵港澳灣區，毗鄰廣州、肇慶
和中山。圖為嶺南天地
網上圖片

隨着進一步落實大灣區政策，內地和香港的融合勢將進入新里程，粵
港澳三地對於高質量法律服務的需求亦將越見殷切。因此，若香港律師在
熟悉本港法律的同時，也能了解相關內地政策、法規和工作文化的話，相
信在同儕中脫穎而出的機會將大大提升。筆者認為，在大灣區進修法律的
好處除了交通便利、生活成本較低之外，更重要的是灣區本身便擁有了多
所師資雄厚、全國知名的學府。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各院校將陸續推出更多配合《規劃綱要》下各城
市的定位特色和本身的強項設計課程（例如在創科之都─深圳推動知識
產權教育）。
此外，內地大學的主要工作和授課語言以中文為主。因此，香港律師
在內地進修正好可以學習正規的法律中文，加強中文口語溝通和書寫的能
力，有助促使律師和客戶溝通更為暢順。
共建粵港澳聯營律師所。在 「一國兩制」的機制下，香港、澳門和內
地的法律制度各異。香港律師對內地法律法規有基本了解固然重要，惟沒
有內地律師執照的香港律師不能就內地法律事宜提供法律意見。鑒於大灣
區日後定必會有更多涉及粵港澳三地的跨境法律事宜，因此筆者認為粵港
澳三地的律師行應積極考慮建立粵港澳三地的聯營律師事務所。目前，在
香港律師會註冊的兩地聯營律師行只有二十四家。與廣東、澳門律師事務
所聯營意味着三地律師可以強強聯手，為客戶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法律
服務
常言道，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因此，香港法律界更應採取積極
的態度，迎接大灣區為香港法律界帶來的發展機遇。

香港醫療系統不勝負荷，有人以偏概全地將問題
的責任推卸給新來港人士，極不公平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在流感高峰期，港人與醫護人員經過
這段與病菌搏鬥時間後，帶出香港醫療系
統的可改善空間。早前社會大眾輿論甚為
熱烈，針對公營醫療服務不足之處，以至
海外醫護人員在香港執業前是否需要接受
再培訓和實習，以及專業認證等各樣政策
的可行性，即使有部分論點是舊調重彈，
但香港人口日增以及服務需求上升下，任
何有機會改善現況的方法都可以重新審視
。唯有意見認為本港人口增加與社會福利
服務需求增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新移民
」，為香港帶來了醫療、教育、社會綜合
保障、房屋和生活必需品供求的壓力。綜
合近日的討論，筆者希望向現屆政府重提
推動成立 「人口政策局」，通過科學與數
據來說明新來港人士對香港社會帶來的變
化，從而讓香港的人口變化與社會發展需
求結合，通過發展來解決問題。
社會大眾和媒體對於新來港人士不乏
一些負面表述，甚至一些涉及歧視的政策

建議。在數年前，新來港人士、雙非、水
貨客，這些凡是以普通話為主要溝通語言
的人士，都備受媒體和社會大眾以捆綁式
的描述，指是香港各種問題的源頭。例如
，當年不少水貨客引起的邊境地區物價上
漲，雙非孕婦加重了香港醫療系統的婦產
科壓力，雙非和跨境學童令到鄰近邊境地
區的學額短缺，遊客讓景點和旅遊區水泄
不通，港漂學生佔據本地生的學校資源，
以及大媽在公園跳廣場舞等等，使部分香
港人以偏概全地對新來港人士有一種負面
印象。
老香港有不少新來港人士帶着勞動力
、帶着生存的鬥心來到香港，成為早年香
港的建設者。有 「水餃皇后」稱號的 「臧
姑娘」臧健和逝世，她的奮鬥史讓香港人
認識到並非所有新來港人士都是來香港佔
用福利者，而是可依靠自身的勞力、堅毅
不屈的精神白手興家，回饋香港社會。
筆者於社福機構工作，可以經常接觸

▲

預算案應多管齊下 照顧市民需求
到不少基層新來港人士，由於文化差異關
係，對於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其實不太了
解；再者，在二○一六年內地來港定居未
足七年人士的數目為165,956人。二○一六
年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中，約四成
是25至44歲的女性，大部分為來港與丈夫
團聚的單程證持有人。此外，在內地來港
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中，約16%為15歲以下的
兒童。15歲以下的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
人士由二○○六年的63,335人大幅下跌至二
○一六年的26,368人，這年齡組別的跌幅佔
同期的整體跌幅超過七成。

大多新來港人士對港有貢獻
此外，愈來愈多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
年人士投身勞動市場。在勞動人口中，由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數目，由二○
○六年的70,255人增至二○一六年75,588人
，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亦在同期間由45.7%
上升至54.2%。從數據上來分析，新來港人
士實在對香港社會有所貢獻，加上新來港
人士的年齡大部分低於45歲，現實上對於醫
療服務的需求並不是坊間所述的一樣，而
只是加重了對婦產科的一類的服務需求。
另一方面，從上屆政府已提出需要釋放婦

女勞動力，在直推銷、金融保險、零售百
貨界別中，新來港人士已成為企業營業額
增長的重要元素。
今天社會大眾在討論的社會問題其實
不能一朝一夕解決，例如缺地建房，經濟
發展停滯不前以至青年發展受障礙以及庫
房收入減少，基建遲遲未能完工等，若以
社會問題極化並將責任轉移到新來港人士
，實在是不公平。然而，政府是有責任對
待合情合理合法到港、居港的新來港人士
。筆者曾就人口政策提出意見，認為政府

需要成立 「人口政策局」來協調，審時度
勢和做好評估人口流動，並為移居人口和
移民提供融入香港的服務，從而減少福利
資源的投入，以發展和預防的方式去解決
困境，才能善用資源，發揮香港優勢。
財政預算案是政府政策能否落實到位
的重要因素，筆者期望政府能在現有的政
策中，調撥適當的資源，支援移居到港人
口定居的相應服務，並在加強相應的政策
下為服務進行專款專項，應社會和市民所
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