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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劃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每

月工時要求，由 208 小時減至 192 小

時。適當減少低津工時的限制，既不會

導致工時要求偏低，仍然貫徹了自力更

生原則，又能惠及更多在職貧窮家庭，

進一步體現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扶貧

意義。政府應進一步整合現時向低收入

在職家庭提供的各項援助，包括交通津

貼、公屋津貼、關愛基金各項津貼等，

以避免出現享受雙重福利和需要多次審

查的情況，同時亦可適當提高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的數額。

低津減工時令六成申請者可領取高額

津貼，受惠家庭由原本預計的 20.4 萬

個，增加了6萬個，惠及更多在職貧窮

家庭。計劃原本每年開支 31 億元，放

寬後只需額外增加2億，這是用較少資

源達致較好扶貧效應，值得肯定的一個

措施。

張建宗表示，192小時絕對是底線，

已經過政府內部很小心的考慮，是充分

考慮實際情況而提出建議，除了可鼓勵

基層工人持續工作，避免跌入綜援網，

亦沒有偏離多勞多得的理念，同時亦顧

及對勞工市場的影響。如果工時要求偏

低，不符自力更生原則，同時偏離多勞

多得的理念。有建議工時要求與政府工

5天工作制工時看齊，甚至降至交通津

貼每月 72 小時的工時要求，這樣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的範圍將變得太寬，額

外支出將過多。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家庭為單

位，與就業及工時掛鈎，家中有合資

格兒童和青年會獲發額外津貼，政府

會成立一個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和

學資處擺在一起，然後改名為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這凸顯了政策

主要出發點是幫助有兒童的低收入在

職家庭。

（相關新聞刊A7版）

低津減工時 惠更多貧窮家庭
烏魯木齊「5·22」暴恐案造成嚴重人員傷亡。「疆

獨」分子殘害無辜生命，慘無人道，喪盡天良，採取

的恐襲手段越來越血腥殘忍，反映反恐形勢日益嚴

峻。為了有效阻止暴恐造成災難性後果，必須盡快完

善反恐預防機制，防患於未然。為此，須打一場反暴

恐的人民戰爭，讓暴恐分子無藏身之地。

此次恐襲採取車撞、爆炸的手段，較之以往刀斬造

成更大的無辜平民傷亡，而且距離上次恐襲時間接

近，顯示恐襲呈現升級跡象。接二連三的暴恐襲擊，

暴恐分子發動恐襲的地點不再局限於新疆、北京這樣

意義重大、高度敏感的地方，而且向全國各地蔓延，

隨機性更大，防不勝防，說明暴恐分子要把恐怖氣氛

和轟動效應向全國擴散，打擊恐怖主義將是一個長期

艱巨的挑戰。

恐怖分子的襲擊更兇殘血腥，打擊策略亦應及時轉

變做出應對。既要提高反恐防暴的快速反應能力，打

擊暴恐分子決不手軟，更須未雨綢繆找到治根之方。

那就是健全預防機制，將恐襲防患於未然，防患於境

外，防患於國門之外，是打擊暴恐分子的最有效、最

重要策略。這既要加強反恐情報收集，依靠包括維族

同胞在內的廣大民眾加入反恐的行列，為防範暴恐和

捕捉先兆發揮積極作用；同時進一步加大國際合作力

度，加強反恐情報交流。上合組織已成為國際反恐合

作的一個典範，剛剛閉幕的亞信峰會，進一步增強了

亞洲反恐共識。中國應該充分利用這些寶貴資源，與

有關國家合作，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

全觀，開展更有針對性的反恐合作，徹底肅清恐怖主

義生存的土壤。

暴恐是全民公敵，反暴是一項系統工程，只有構建

一個包括政府、民間機構以及每一個民眾在內的綜合

防控體系，編織一張巨大立體的反恐網，才能更有效

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最擅

長組織人民戰爭，把敵人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之中。如今同樣要打一場反恐的人民戰爭，建立中國

特色的反恐體系。為此，須發動廣大民眾檢舉揭發暴

恐分子及其幕後操縱者，深入開展打擊暴力恐怖團夥

和極端組織專項行動，真正做到深挖細查、除惡務

盡，才能在反恐中佔據主動、處於上風，才能將暴恐

襲擊消滅於無形，長保民眾安康。

（相關新聞刊A4版）

防患於未然 反恐須打「人民戰爭」

A2 重要新聞

楊潔篪：須維護基本法權威
提高依法施政能力 全面了解祖國形勢 用好編制「十三五」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香港各界正在熱烈討論政制發展問題。

國務委員楊潔篪昨日在北京表示，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的憲制基

礎，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必須遵循的規定。特區發展當前面臨深層次矛盾，凸顯政治爭拗不斷的局面，

大家要旗幟鮮明地維護基本法權威，學習「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成果，不

斷破解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確保特區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

鄧國威：讓更多人參加國家事務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務院委員楊潔篪昨

日提出3點希望，要求港澳公務員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國家整
體形勢。特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
加大與內地高校合作，讓更多香港公務員參加國家事務培訓課
程。

續擴大與內地高校合作
鄧國威昨日在北京舉行的「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

程2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加強內地與香
港公務員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增加香港公務員對國家的認識；
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鼓勵各級公務員參加培訓課程和交流活
動，加強香港各級公務員對國家發展的認知，令他們全面認識
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法律制度。未來，他們會繼續加大
與內地高校在這方面的合作。

此外，特區政府也在香港舉辦國家事務和國家基本法的講
座，請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學者講解國家政策和未來發展方向。

梁世華：中央挺港全心全意
香港公務員清華校友代表、清華課程第一期團長梁世華在大

會上指出，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對香港支持全心全意。2003
年CEPA，為香港繁榮開拓了市場，加強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與
融合，開放內地居民「個人遊」，打開了民間交往旅遊的通
道。香港能夠安然渡過2003年沙士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正
是因為祖國強大堅實的後盾。
他強調，香港未來離不開祖國的支援，隨內地經濟發展，
以及內地與香港日益融合的趨勢，作為香港特區政府架構重要
一環，香港公務員任重道遠，香港公務員機制的高效運作，離
不開「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昨日在
「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
程20周年紀念大會」致辭中建議，
中央和特區政府在著名高校設立專
門港澳研究機構，開展港澳研究智
庫建設。
陳吉寧昨日指出，從「香港高級

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舉辦20
年的經驗可以深刻認識到，必須從
增強國家民族認同和人心回歸的高
度，繼續密切香港與內地的多方面
聯絡，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進一步
推進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
為此，他提出3點建議：
一是繼續開展香港公務員課程。

陳吉寧建議，特區政府選送更多公
務員到內地學習，定期舉辦研討班
並開設全面培訓項目；
二是開展港澳研究智庫建設。他

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在著名高校設
立港澳研究機構，就港澳發展及公
務員隊伍建設進行專項深入研究；
三是加強香港大學生的「骨幹」

培養，有針對性地對青年學子進行
愛國愛港教育，吸引他們到內地大
學學習交流，增強對國家的向心力
和自豪感，為香港未來造就治理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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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級公務員事務研習課程，是
1993年中央政府眼在實現香港順利
回歸，加強香港公務員隊伍對國家的
認同和了解做出了開班國家事務研習
課程的戰略決策。據不完全統計，截
至2013年年底，內地各院校已為香港
各級公務員約 1.2 萬人次提供了培
訓。
香港高級公務員事務研習課程在20

年來，培訓的內容不斷變化：由最初
的介紹基本國情和培訓普通話為主逐
步擴展到包括基本法在內的國家各個
領域的政策的專題講解和深入探討。

增國家認同感民族自尊心
該研習課程最初由清華大學承辦。

據清華大學陳吉寧昨日介紹，經過20
年改革創新，已從基本國情、國策的
介紹，逐步發展成為就祖國和香港現
狀及其未來發展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
型課程。課程在香港產生了積極影
響，參加課程的公務員通過培訓能科
學認識和理解內地事務，增強國家認
同感和民族自尊心。
他續說，截至2014年5月，清華大
學共舉辦90期課程，累計2,333名香
港高級公務員參加研習。在培訓中，

清華大學還組織學員到28個省區市參
觀考察、到326個中央部委和企事業
單位拜訪交流，讓學員全面了解國情
民意。
陳吉寧介紹，很多參加研習的公務

員成為特區政府的骨幹，在第一屆至
第四屆特區政府80多名主要官員中，
就有24人參加過清華課程學習，佔四
分之一強。在現任第四屆特區政府由
中央任命的20名主要官員的6位，81
名常任秘書長和顧問中的33人參加過
清華課程學習。
有關課程在20年間，已由最初承擔
的清華大學，逐步擴展到包括國家行
政學院、北京大學、暨南大學等10多
所著名高校，參訓的特區政府官員從
最初的高級公務員擴展到各級公務員
以及政府委任官員。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年底，

內地各院校為港澳地區各級公務員舉
辦各類培訓班440期，香港佔其中230
期，各級公務員約1.2萬人次接受了
培訓。目前，每年有700多名香港公
務員參加在內地舉辦的
國家事務研習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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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已培訓1.2萬公僕

北京清華大學「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
研習課程20周年紀念大會」昨日在北京

舉行，由楊潔篪主禮，香港特區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鄧國威等專程到北京出席大會。楊潔
篪在大會講話中，首先對港澳公務員國情培
訓工作在過去20年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
定。

提3點建議 識國情國策
楊潔篪表示，當前，無論是國家發展還是
「一國兩制」的實踐，都站在一個新的起
點。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區政府及公務員，
是落實「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關鍵環節，是確保行政主導體系得到
確立和有效運作的重要保障，更深入地了解
認識國情國策，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是責無旁貸的。
他希望在今後的培訓中進一步增加對「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及國家發展方略的學
習，以提高港澳公務員全面、準確地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能力，讓
港澳公務員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國家整體形
勢，把握未來發展的大勢，為「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作出積極貢獻。
就此，楊潔篪對香港公務員提出3點建議。第

一點建議是，希望香港公務員能進一步加強「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學習，提高依法施政的
能力。「一國兩制」方針是一項旨在實現國家
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戰略方針。

憲法基本法 港憲制基礎
他續說，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的

憲制基礎，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必
須遵循的規定。
楊潔篪強調，基本法其精要在於運用，必
須在特區治理實踐中反覆加深理解和學習運
用，特區政府公務員任何時候都要樹立依照
基本法治理特區的理念。

他指出，所謂依法施政首先要依據基本
法，在當前特區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凸顯
和政治爭拗不斷的局面下，大家要旗幟鮮明
的維護基本法權威，希望大家善學善思、善
做善成，學習「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成
果不斷破解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開拓經濟
社會發展的新局面，確保特區的長治久安和
繁榮穩定。
第二點建議，是希望香港公務員進一步全

面深入了解國家整體形勢，把握特區未來發
展趨勢。楊潔篪說，中共去年召開的十八屆
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
求，描繪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偉藍圖。
港澳兩個特區作為祖國的一部分，前途命運
始終與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

考慮特區發展結合國家全局發展
特區公務員如何才能不辜負這個大時代托付

給大家的責任？就是要通過學習樹立戰略思維
和大局意識，自覺站在國家發展全局高處來思
考和處理問題，要充分認識到特區的長治久安，
是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考慮特區各項事業發展的同時，要把維護和
促進國家全局的發展結合起來，要把發揮自身
優勢與區域合作結合起來。

盼加強統籌協調 提升培訓成效
楊潔篪的第三點建議，就是特區各界應充

分利用今年4月，中央正式啟動了編制「十三
五」計劃的契機，充分謀劃特區未來5年乃至
今後一個比較長時間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
實現途徑，將港澳發展目標納入「十三五」
規劃，令特區發展更加適應時代要求，更加
符合科學規律，並與國家的發展相融合。
最後，楊潔篪希望能進一步加強統籌協

調、創新國情培訓工作機制體制，要在課程
開放、教學相長成果轉化下更大功夫，提升
培訓的成效，完善相關機制。

■■楊潔篪在大會上楊潔篪在大會上
致辭致辭。。 馬靜馬靜 攝攝

■■楊潔篪與參加楊潔篪與參加「「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2020周周
年紀念大會年紀念大會」」的嘉賓及香港公務員合照的嘉賓及香港公務員合照。。 馬靜馬靜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