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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副巡視員曹國英
昨日在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說明會上表
示，今年科技部將繼續推動香港參與國
家科技計劃，探討更多國家科技計劃和
國家人才計劃向香港開放的可行性。繼
續推進香港的大學和研發中心申請成為
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遴
選新建工作。同時，科技部還將繼續推
動兩地開展科技產業園區對接合作。

曹國英：加強兩地合作
曹國英形容，內地與香港科研合作的

意願是有的，但實際合作項目不多，未
來會加強兩地科研合作，包括人才交
流。根據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第
八次會議精神，今年兩地將進一步深化
在「十二五」規劃下的科技合作。

今年3月在港首開介紹會
另據科技部港澳台辦公室副局級參贊

莫鴻鈞介紹，科技部將啟動第一輪對
12家在2010年或以前成立的國家重點

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進行評估的籌備工作，以完善夥伴
實驗室的建設工作，第一次介紹會擬於今年3月在香
港召開。
曹國英表示，科技部與香港創新科技署合作，先後依

托香港科技園設立國家綠色科技產業化（夥伴）基地、
依托香港應用技術研究院設立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依托香港科技園設立國家
現代化服務業產業化（夥伴）基地。
此外，2010年科技部認定「深港產學研基地」為

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促進香港研發成果在廣東實
現產業化，至今已累計孵化企業300多家，在孵企業
約200家，累計畢業企業約100家。該基地還引入香
港科技大學的若干實驗室，為香港研發成果在廣東實
現產業化提供高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持。
另據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副主任王艷介紹，2008

年「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啟動實施以來，已完
成9個批次、3,000多人的引進工作。

港科學家獲1.38億人民幣資助
曹國英又稱，香港擁有16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

實驗室，實驗室數量位居全國第五，僅次於北京、上
海、江蘇和湖北。港府創新科技署從2011年度起，
運用「創新科技基金」為每個實驗室每年提供約200
萬港元的支持，自2013年起，將年度資助額度提升
到500萬港元。
另外，截至目前，香港科學家已獲得人民幣1.38億

元的國家資助。

張健波兼任明報總編輯

市民年宵忍手 六成只願花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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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報》員工代表就撤換
總編輯，再度與管理層會面。員工關注組代表冼韻姬會
後表示，管理層提出，由編務總監張健波即日起兼任總
編輯，直至另行通知。至於前總編輯劉進圖，會調任
「世華網絡」營運總裁，負責網絡業務。

劉進圖調任「世華網絡」營運總裁
但關注組未就這個安排與公司達成共識，因為不知道

張健波會兼任多久，他們在會上得到的訊息是會維持兩
三星期至兩三個月。
張健波與員工代表會面後表示，理解同事對撤換總編輯

有訴求及顧慮，但另一方面，張曉卿作為老闆，很想找一
個他信任的人做總編輯。對於傳聞會接任總編輯的鍾天
祥，張健波強調，對方只是熱門，不一定是最終人選。

特 首 普 選 解 讀 系 列

回歸後香港的民主進程是不是更快？前者是龜步，後
者是快馬，冇得比。杜葉錫恩上述一段話對此作了精確
的概括。

英國管治香港150多年，共有28任港督，從首任港督
璞鼎查到末代港督彭定康，全都由英女王委任，沒有任
何選舉成分；行政局和立法局屬於港督決策和立法的諮

詢機構，成員均為港督委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個
司的主管，以及太古、匯豐、怡和幾個英資大亨組成，
他們說了算。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就香港前途問題赴京打探，
獲知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在中英談判前，英國改
變延續了100多年的拒絕香港民主化的政策，忽然啟動
代議制改革，企圖給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穩定狀態製造麻
煩。1983年9月，港督首次委任2名民選區議員為非官
守議員，將民選制度引入立法局。1984年《中英聯合聲
明》簽署後，1985年9月，立法局首次有了功能界別選
舉產生的議員。中國政府提出要收回香港後，英國才在

香港搞民主，因此，香港回歸前僅有的龜步民主發展，
還是中國政府提出收回香港所推動的。

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基本法》，明確規定了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2007年
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了2017年行政長
官可以由普選產生，意味回歸之後20年香港市民即可
普選行政長官。這個決定規定了2020年的立法會議員可
以由普選產生，意味回歸之後23年香港市民即可普選
立法會議員。

回歸後香港的民主發展步伐，即使在世界歷史上也
是如快馬般快速。英國 1688 年「光榮革命」確立政
體，直到 2000 年才有了首位直選的倫敦市長，歷經
312年之久；英國從1688年算起，直到1948年才實現
普選權，歷經260年之久；美國若從1776年宣布獨立
算起，直到1965年才實現普選權，歷經189年之久；
法國若從1789年推翻舊王朝算起，直到1946年才實現
普選權，也歷經157年之久。香港回歸後僅用20年和
23年，就可以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這樣的速
度，充分顯示了中央推動香港落實普選的巨大決心和
誠意。

龜步與快馬冇得比
杜葉錫恩服務香港數十年，為基層市民爭取權益，她身為英國人卻敢於揭露港英殖民獨裁

統治的黑暗，被很多香港市民視為真正的「香港良心」。杜葉錫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我很高興看到香港的法律將保持不變，
『一國兩制』將付諸實施。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循序漸進引入民主政制。要知
道，英國人從來不允許在其殖民統治下引入普選機制，但中國政府卻做到了。北京恪守承
諾，讓香港逐步走向普選。」

——回歸後香港的民主發展是不是更快？

林鄭：「不入U無前途」想法要改
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 讓年輕人各展潛能

大部分提問的學生都憂慮升學問題，
又認為現今社會有很多大學生，「沙
紙」嚴重貶值，青年難以向上流動；他
們同時擔心香港引入外勞會與他們「搶
飯碗」。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青年的發
展不應只局限於升大學，應有多元卓越
文化，讓他們有各種途徑發揮潛能，因
此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撥款1億元的
獎學金，鼓勵專上院校由2015/16學年
起，每年取錄共約20名在體育、藝術、
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本地學
生。

特定工種擬注最多3,000外勞
她期望社會（尤其是父母）改變「入

不到大學就是無前途」的想法，好好地
重新重視職業教育，因為傳統的學術科
目未必適合所有學生。她以建造業為
例，指現時本港有很多基建上馬，對建
造業人手需求殷切，大可為青年提供清

晰的進修和晉升階梯。至於外勞問題，
林鄭月娥指，只會在不影響本地勞工的
前提下，在特定工種如安老及建造業等
注入最多3,000名外勞，強調不是沒有上
限地注入。

籲勿負面看待來港家庭團聚
場內亦有年輕人問及單程證審批權問

題，指外國球會收購球員，也會先派球
探調查，但內地人透過單程證來港，香
港卻無權審批。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單
程證是家庭團聚政策，強調內地有高透
明度計分制度，目前內地港人配偶平均
要等4年，才能透過單程證來港團聚，
認為計分制絕不寬鬆，期望社會不要以
負面態度看待來港家庭團聚的人。她
說，現時仍有很多內地超齡子女來港團
聚，所以目前每日150個配額都用盡，
當完成處理超齡子女來港團聚後，是有
調低配額的空間。

當交流會完結後，場外有數名「新青
年」成員向林鄭月娥抗議，又向林鄭月
娥送上泥土及菊花，指香港青年猶如正
在枯萎的菊花。林鄭月娥一直仔細聆聽
他們的訴求，多次想回應他們的問題都
被對方打斷，但仍鼓勵對方不要灰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出
席一個青年交流會，與近150名
青年討論人口政策、施政報告等
議題，20名學生、青年團體成員
向她提出問題，主要圍繞升學和
就業的疑慮。林鄭月娥表示，政
府的青年發展策略是鼓勵多元卓
越文化，讓年輕人有各種途徑發
揮潛能。她期望社會（尤其是父
母）改變「入不到大學就是無前
途」的想法。另外，她又強調單
程證是家庭團聚政策，未來完成
處理大批超齡子女來港團聚後，
是有空間可以調低每日150個的
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民建聯在新年前夕舉
行了一項市民新春消費調查，結果顯示逾60%受訪市
民表示在年宵市場只會花費300元或以下，逾70%表示

新年派利是只會派20元或以
下。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冬
表示，在現時「高通脹低增
長」的大環境下，市民新年
消費都較為謹慎，所以今年
民建聯在維園年宵攤位推出
廉價實用福袋，以米粉烏冬
等實用食材幫助市民抗通
脹。

民記維園攤位推福袋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的傳統

節日，一家大細行年宵幾乎
是過年的必備節目。民建聯
於今個月 10 日至 15 日期
間，以電話隨機抽樣調查，
訪問了703名18歲以上香港
市民，結果發現，在年宵市
場的各類商品中，賀年食品

和年花最受歡迎，21.7%受訪者表示會在年宵市場花費
100元或以下，39.1%則表示預計花費101元至300元
之間。另外，74.4%受訪市民表示今年會派利是，當中

60.8%表示一封利是會包10元至20元，派10元以下的
則有10%，同時亦有18.4%會包21元至50元。
葉傲冬表示，調查結果顯示，市民於年宵購物仍然

傾向選擇實用為主的物品，金額也不算高，相信與通
脹仍高居不下而市民收入未有明顯改善有關，影響市
民的消費信心，新年消費都較為謹慎。葉傲冬建議政
府留意物價高企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推出必要措
施減輕市民的負擔。

即席為市民免費寫揮春
為了幫助市民抗通脹，今年民建聯在維園年宵中投

得138號攤位，將出售一款實用福袋，內裡包括有米
粉、烏冬、豆豉鯪魚及粟米蓉4款食品，貼合基層市民
的生活。
另外，福袋亦內含一部「DAB至啱聽」數碼收音
機，葉傲冬表示，DAB除了是民建聯的英文縮寫外，
亦是數碼聲音廣播的意思，「數碼收音機的特色是音
質較傳統的好，方便市民收聽電台節目」。福袋每個
售價為68元，合共有5,000個，賣完即止。除了福袋
外，民建聯攤位於年宵期間亦會即席為市民免費寫揮
春，希望能夠帶給市民實惠和歡樂，並送上新春祝
福，與市民共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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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港府早前發表
《本港旅客承受力評估報告》，預計2017年訪港
旅客增至超過7,000萬人次，到2023年更增至1億
人次。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昨日表示，報告預算
未來10年的旅客量，有助旅遊、飲食及零售等業
界做好準備。面對未來龐大的旅客人數，胡兆英認
為本港應考慮在增建景點及邊境增設購物點等方
法，作分流旅客之用。

報告助業界做好準備
胡兆英昨日出席一個電台訪問表示，有些大型公
司需要計劃未來數年的規劃，甚至投資一些項目，
這份報告預算本港未來10年的旅客量，有助他們
完善規劃。同時，亦有旅遊、飲食及零售等業界做
好準備，提升香港的接待能力。
他又指，明白大量旅客來港可能會造成某些地區
較擠迫，期望政府未來可討論包括透過增加景點、
在口岸增建購物點，或透過大嶼山發展等分流旅
客，令旅客不會集中湧到傳統旺區。
胡兆英亦期望政府根據報告，考慮如何增建及推
行出入境口岸過關電子化、增建景點或透過發展大
嶼山，令旅客可多到香港不同的地方旅遊，而不會
集中湧至市區。有聽眾表示，經歷過2003年沙士
期間，香港經濟蕭條，高失業率，明白當時市民生
活苦況。他認為，若本港旅遊業暢旺令香港人人有
工開，他不介意搭車時多等一班車。
另外，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凱邦昨亦出席同一

電台節目指，內地旅客量不斷增加，攤分本港公共
空間，令城市十分擠逼。他建議興建「堀頭式」邊
境購物城，不設交通配套直接連接市區，內地人購
物後就要返回內地，選址可考慮已完成平整土地的
蓮塘香園圍，但要檢視會否加劇走私水貨問題。

就業人口創新高 特首：續拓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統計處昨公布本

港失業率由去年9月至11月的3.3%，下跌至10月
至12月的3.2%，創2012年底以來新低；本港總就
業人口亦創紀錄新高，達逾376萬人。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在網誌回應，指勞動力和土地的短缺成為
制約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要因素，故會大力發展經
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則指，農曆新年期間勞工需求緊張，失業率在短期
內將維持於低水平。

失業率3.2% 2012年以來新低
統計處昨日發表的去年10月至12月的最新勞動

人口統計數字，本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去年
9月至11月的3.3%，下跌至最新的3.2%，創2012
年以來新低。本港總勞動人口增約8,900人至387.88
萬。當中總就業人數創紀錄新高，增1.77萬人至
376.04萬人；失業人數減8,800人至11.84萬人；就
業不足人數則為5.55萬人，與9月至11月相若，維
持於1.4%水平。
統計處指，期內保險和零售等多個行業的失業率

均較9至11月低。而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多見於
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業和教育業，而下跌則多見於
運輸業和餐飲服務活動業。
張建宗表示，勞工市場於去年10月至12月持續
緊張，而隨着商業活動在臨近農曆新年期間較為暢
旺，會進一步帶動勞工需求，他短期展望失業率將
維持於低水平。
然而，勞工處去年錄得的私營機構職位空缺達逾

121.6萬個，是歷年來最高的數字，較2012年增加
6.3%。張建宗指，勞工處會繼續為求職者提供全面
的就業支援服務，亦會加強在較偏遠地區的就業服
務，「亦會保持警覺，密切留意外圍發展及其對本
港勞工市場的潛在影響」。
梁振英昨日發表網誌表示，本港就業情況良好，
當中去年吸納勞動力較強勁的行業計有零售、裝
修、大廈維修及管理。他稱，在經濟有一定增長的
大環境下，加上法定最低工資，大量基層人士不斷
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因失業而領取綜援人數亦連
續52個月下跌。
梁振英坦言，經濟發展和全民就業並非必然，也
注意到要再大量發掘勞動潛力的機會越來越少，其
中勞動力和土地的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兩大主
要因素。他承諾會繼續大力發展經濟，包括對基層
勞動力有需求的產業，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繼續提
供就業自助的誘因等，以維持經濟進一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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