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教育質素排名榜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得分

1 芬蘭 1.26

2 韓國 1.23

3 香港 0.90

4 日本 0.89

5 新加坡 0.84

6 英國 0.60

7 荷蘭 0.59

8 新西蘭 0.56

9 瑞士 0.55

10 加拿大 0.54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包致金鄭家純姚明獲頒港大名譽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上周與18區中學
校長會聯席會議達成共識，協議在下學年的升中派位實行
「111」或「211」的減派方案，以應付下學年適齡學童人
口下降的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向全港校長發信，宣
布有關措施的執行細節，包括如同區獲逾三分二的公營中
學同意，學校可採用「211」方案，同區餘下公營學校則
可採用「111」；「一條龍」、直屬或聯繫運作的公營學校
符合特定條件可獲豁免減派等。吳克儉在信中再次承諾，
日後會檢視相關措施的成效。
此外，教協的調查顯示，來自18區的110名校長中，有

91人表示不滿意政府的減派方案，當中以沙田、屯門和東
區較多，而表示滿意有15人。有校長堅持「321」方案，
表示容許分區減派才能避免錯配問題。

僅次芬蘭韓國 專家指教改應記一功
全球教育系統 港列三甲勝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新高中學制首循
環年結束，學界正積極檢討各科課程、考評制
度。其中焦點之一正是成績達標率(即3級或以上)僅
得49%的中文科，學界懷疑與7年前取消公開試範
文有關。教育局昨聯同考評局向各中學發問卷，
諮詢業界是否同意「課程應提供若干指定文言文
經典學習材料，讓學生熟記」，若業界同意，有可
能會再次引入範文。另通識科「六大單元」一直
被教育界批評「太廣太闊」，當局亦向業界提問會
否同意減少單元數目。

口試取消朗讀 增首輪發言時間
根據當局發出的中文科問卷顯示，這科在短期

及中長期將考慮作出明顯修改。短期而言，口語
卷或取消甲部朗讀，但在乙部口語溝通會安排每
名考生1分鐘首輪發言時間，佔分比重維持不變；
聆聽卷及綜合能力卷可能合併。另外，校本評核
中或取消「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
至於中長期方案中，問卷問及教師是否同意

「課程應提供若干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讓學生
熟記其中精華片段⋯⋯同時可作為培養讀寫聽說
能力的部分學習素材」，又問如果加入「經典文言
文」，是否應在10至25篇或其他建議數量。據了
解，今年其中一場教師諮詢會，近七成教師舉手
同意，希望當局重新加入「經典文言文」，提升學
生的中文能力及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至於通識科問卷，則問教師是否認為現存六大單元需要
修改，包括增加、減少、更新現有單元或把部分單元改為
選修；並在初中起就八大學習範疇提供更清晰指引及支
援，加強學生通識基礎。據了解，有關諮詢期將於下月19
日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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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經濟學人智庫

（ E c o n o m i s t

Intelligence Unit）首次

進行全球教育系統排名

調查，昨日公布結果。

本港在50個國家及地

區中，教育質素位列全

球第三，僅次於芬蘭和

韓國，並「打敗」日

本、新加坡及一眾歐美

國家。專家指本港的教

改應記一功。

培生出版社首次委託經濟學人智庫進行上述
研究，機構按各地學生識字率、入讀大學

率、學生在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TIMSS
（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和PIRLS（全球學
生閱讀能力進展抽樣研究計劃）等不同方面的
表現計分。

美國列第十七位「爆冷門」
調查發現，芬蘭和韓國分別位居首位及第二

位，香港緊隨其後排名第三位，三個地方分別
獲得1.26分、1.23分和0.9分；排名第四到六位者
順序為日本、新加坡和英國；印尼獲-2.03分，
排名榜末。報告指出，香港等排名較高的國家
或地區，教師在社會的地位通常較高，同時學
校的辦學自主權亦相對較大，有利教育發展。
至於一向以大學教育聞名的美國，在是次調

查中只排行第十七位，結果令人意外。哈佛大

學教育研究所學者史瓦茲批評，部分國家教育
體系過於偏重培養大學畢業生，「年輕美國人
當中，僅有30%人在25歲左右取得4年大學學
歷，其中很多人最後做的工作卻不需要學位。
教育體系把重心放在讓學生進入4年制學院和大
學，是個大問題。」

優良教育系統可升成效
調查報告指出，要提升教育的成效，需要社

會長期的關注以及一個能協調和更集中的教育
系統。好老師對提高整體教育水平同屬重要因
素，不過提高教師薪金，與其表現無直接關
係。相反，令教師感覺被尊重以及被視為有價
值的專業人士，而非「教育機器」，能有效確保
優質的教學成果，對社會也能產生正面影響。
另外，專家亦指，社會有濃厚推動及支持教育
的文化風氣，較投入更多的教育經費更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大學在昨日舉行第一百八十七屆
學位頒授典禮上，頒授名譽博士學
位予3位傑出人士，包括法官包致金、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及籃球巨星姚
明，以表彰他們對大學、社會或學
術方面的建樹，和在知識思想上、
社群或文化方面對整體社會及全球

所作出的寶貴貢獻，由校監梁振英
主禮。

包致金深受法律界尊重
包致金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並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他對
工作的熱誠和使命感，廣獲認同，深受
業界尊重，港大向他頒授名譽法學博士
學位，以表彰他對香港及法律界所作出
的貢獻。
鄭家純多年來一直積極支持香港及內

地的高等教育及培訓發展，他所負責的
鄭裕彤基金亦支持了港大的學術研究及
校園發展，港大向他頒授名譽社會科學
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高等教育及香港
所作出的貢獻。

姚明推動社會關注愛滋
姚明致力推動慈善和公益事業，積極

參與有關愛滋病防治的宣傳活動，港大
向他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表
彰他對運動及推動國際社會對愛滋病關
注所作出的貢獻。

純官：續推教育工作助貧苦
鄭家純在會後感謝港大頒發的名譽博

士學位，「希望我 做生意的人，搵到
錢就希望用於社會，覺得（自己）係做
商人的本分」，自己未來會繼續推動教
育工作，為貧苦提高生活質素。姚明昨
日在儀式結束後則向記者表示，港大給
予他的榮譽將激勵他更加努力。

致函校長談減派 吳克儉允檢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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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湖北正成為海內外客商的投資熱土。去
年，湖北實際利用外資達46.55億美元，增長

14.9%；吸引省外資金3377億元，增長70%；各類
市場主體達219.5萬戶，增長16.7%，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近萬家，淨增1355家。投資湖北的世界500強
企業突破100家，數量位居中部第一。
隨 中部崛起戰略深入推進，中央亦明確點出

對湖北的迫切要求：加快構建中部地區崛起的重
要戰略支點。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國內外經濟格局
深刻調整，湖北成為拓展內需市場前沿陣地的優
勢和潛力愈發明顯。無疑，這為湖北擴大對內對
外開放、承接國際資本和沿海產業轉移提供了非
常難得的機遇。

「黃金十年」盛邀客商
今年6月，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首次提出「黃金

十年」的新概念，冀全省上下明確認識湖北當下
正迎來多重機遇疊加的發展時期。李鴻忠也在華
創會等多個場合表示，希望更多的優秀人才和企
業參與並分享湖北的「黃金十年」。「盛邀」的背
後，是湖北各級各部門將秉承「產業第一、企業
家老大」理念，以優質高效的服務為投資者營造
一流發展環境的決心。
圍繞市場主體需要主動做好服務的路上，湖北

進行了諸多探索。比如，實行領導包保重點企業
責任制，建立重點企業「直通車」服務制度，對
企業、市場主體實行無障礙、零距離、保姆式服
務。今年的華創會武漢論壇上，武漢市市長唐良
智宣佈，對入駐武漢的世界一流創新團隊提供最
高1億元資助，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提供最高500
萬元資助，對入選國家青年計劃的海外高層次人
才按照不少於「1比1」的比例給與直接配套。這樣
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

行政審批今年再減10%
為增強對外親和力和吸引力，湖北對改善發展

環境和擴大對外開放一直緊抓不放。2001年全省經
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整治和改善軟環境作為加快
湖北發展的根本措施。2003年提出「三改一培
育」，改善環境、改革體制、改進作風、培育市場
主體，之後又強力推進體制創新、行政提速、信
用湖北、優質服務「四大環境創新工程」建設。
2010年全省擴大開放會議明確提出，立足於打造全
國最優開放環境，加快環境建設。省委九屆九次
全會強調把湖北建設成為全國投資軟環境最優地
區之一。

為打破阻礙企業進入的藩籬，湖北把改進機關

工作作風和改善經濟發展環境結合起來，近些年

在省直機關先後開展「執行力大討論」、「能力

建設年」、「以責任為核心的法治政府建設」以

及「治庸問責」等一系列活動。特別是在行政審

批制度改革方面，自2000年10月以來，對省級行

政審批事項進行了5輪全面清理，將原有審批事

項取消和調整80%以上，使湖北成為全國行政審

批事項最少的省份之一。今年，繼續深化行政審

批制度改革，結合省級行政權力和政務服務事項

清理規範工作，將省級行政審批項目再減少10%

以上。

2012年，在武漢接連舉行了多場重量級會議：中國綠公司年會、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高峰會、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推介會。

這對湖北乃至整個中部地區而言，都是史無前例的。湖北強勁的發展勢頭、廣闊的腹地市場和豐富的資源稟賦為企業家到鄂投資興業

提供了極大空間，越來越多優秀人才和企業的目光在湖北落地，也使當地的發展環境面臨 前所未有的考驗。事實上，為優化投資環

境，從2000年起湖北就已先後展開5輪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統計顯示，湖北已成為全國行政審批事項最少的省份之一。

打造投資軟環境最優省份

法治文明為軟環境保駕護航
今年，湖北省第十次黨代會提出建立「五個湖北」，「法制湖北」

的建設被提出並納入其中。
日前，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發文表示，法治與市場經濟具有

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隨 全
國範圍內硬環境的普遍改善，軟環境日漸成為決定地方競爭力的關
鍵因素，法治環境是「關鍵的關鍵」。對投資企業而言，低價的土
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具有吸引力，但相比之下企業更為看重的是區域
內是否具有能夠保障資本運營安全與效率的穩定而公平的法治環
境。面對「黃金十年」的發展機遇，湖北要長期保持經濟快速健康
發展，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更加 力於法治環境的
優化，更加重視法治對經濟的重要保障和積極促進作用。

專項立法考評行政效能
針對投資環境建設，湖北進一步明確要大力規範嚴明的法制環

境。《湖北省行政效能監察試行辦法》已於今年2月1日起實施，並
選擇3個省直廳局、3個縣市、1個重點交通項目進行績效管理試
點。同時選擇一批重點企業和單位建立經濟發展環境監測點，選聘
一批經濟發展環境監察員，建立全省效能監察項目庫，評選表彰一
批優質行政效能監察項目。
對此，湖北省省長王國生要求，在堅持依法行政、公正執法的前

提下，一切從有利於企業發展出發，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提高工
作透明度和效率，特事特辦、急事急辦，強化對亂收費、濫罰款行
為的制約。嚴格規範各種檢查行為，盡可能減少到企業檢查次數，
為企業發展創造寬鬆條件。積極推進行政綜合執法試點，嚴肅查處
隨意、多頭、重複、粗暴執法和執法不公、徇私枉法等行為。

■2011年湖北經濟年度風雲人物頒獎禮合影，湖北省政府官員請企業家前排就坐以示尊商敬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