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3,000人才大規模香江「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貴州首次

大規模、高層次境外培訓「千人赴港培訓計劃」，目前
已經進入第三輪。貴州省公務員局共組織84期3,380名
各領域人才赴港「取經」，學習香港在公務員隊伍建
設、就業創業、社會服務、旅遊管理、社會保障、廉政
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
2011年，時任貴陽市開陽縣旅文局紀檢書記學員李

悲鴻參加了文匯管理學院承辦的「旅遊開發與管理培
訓班」後說：「香港政府非常注重市政環境打造和形
象塑造，也非常重視旅遊服務功能的完善和景區景點
品牌打造。」
李悲鴻對香港政府在公共環境的人性化、細緻化、景

觀化感受頗深。一張八達通就可以在香港暢通無阻、人
多車多街道窄卻不堵車、能有秩序排隊等車、每一條街
道都是一個旅遊景點、煙民在公共場所會權衡罰款等違
法成本。回到貴陽後，他專門撰文《學習借鑒先進理

念加快開陽旅遊發展》一文。

大學城管理 可鑒港經驗
目前，已經是貴安新區大學城社區服務管理中心社會事

務部負責人的李悲鴻，打算把所學運用到大學城社會事務
管理上。「首先打算在大學城推行集飯卡、公交卡、自行
車租用卡、門禁、圖書借閱證等於一體的一卡通，更方便
學生生活。其次，在師生間嚴格推行排隊候車制度，並安
排交警、志願者等現場管理，從小事上提升素質。再者，
可用景區標準打造公共環境，讓大家候車時欣賞風景並感
受周邊文化。」

實地考察 認識「扁平化」管理
貴州省政府辦公廳文書處處長楊梅2012年赴港參加

項目管理培訓後說：「在香港時，我參觀了社區一個社
會服務機構，管理非常有序，可集中反饋群眾需求。」

通過實地參觀和講師講解，她對香港社會「扁平化」管
理模式有了新認識。

先行一步 發揮基層文化站作用
培訓結束後，楊梅赴安順市西秀區掛職任副區長。在

區委、區政府部署下，楊梅在西秀區各鄉鎮和社區推行
綜合文化站建設。文化站兼具便民服務中心、社區文化
活動室、留守兒童之家（城區為托管所）等功能，可為
有需要的群眾提供互助式和定點服務。她說：「通過掛
職這兩年，西秀區所有鄉鎮和社區文化站全部建設達
標。文化部要求基層文化站必須充分發揮作用，我們恰
好先行一步。」
掛職期間，楊梅積極推行西秀區生態文化與旅遊融合

發展。「西秀區雲峰屯堡和舊州古鎮已獲國家4A級景
區稱號。處於泛黃果樹經濟圈內，西秀區可借鑒香港
『慢遊』理念，讓遊客體驗美食，感受歷史文化。」

■責任編輯：孫君犖、李暢熹 ■版面設計：美術部A25、40 文匯學苑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文匯管理學院 樹赴港研修典範
搭建兩地合作新橋樑 創新教學獲豐碩成果

港成內地專才最大海外培訓基地
作為全球著名的「廉政制度」、「法治之

都」、「民主之都」，香港社會是華人社會的
成功樣本，香港公務員是中國公務員的典範。
香港與內地雖然實行「一國兩制」，但在語
言、文字、文化、習俗等方面具有許多相似和
共同之處，香港將日益成為提升內地人才綜合
素養最大的海外培訓基地。

與國際接軌 港經驗作教材
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表示：「根據中共十八
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中國政府將在短期內在經濟
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
明體制上制定出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國家管理制
度。香港經驗剛好可以拿來作教材。」
在這樣的理念下，香港文匯報在人才研修領
域搭建了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新橋樑，開創了體
驗式教學新模式。香港文匯管理學院研修的最
大的特色，便是體驗式教學。

與港官交流 實踐參訪收穫豐
基於與香港政府各部門、各大院校保持良
好的合作關係，香港文匯管理學院得以安排
組織學員到香港特區政府部門零距離參訪，
與特區政府官員面對面交流，在實踐參訪中
取得更加切實的感受和收穫。香港文匯報副
總經理、香港文匯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姜增
和表示：「文匯管理學院藉由實地考察、座
談和講座等形式，幫助學員充分了解香港成
功背後的故事。加上內地和香港語言相通、
教學雙方易於溝通和理解，培訓手續簡便且
易於管理，這些都是到西方國家去培訓所不
可比擬的。」

體驗式教學 滇公僕讚感悟深
對香港文匯管理學院體驗式教學的新模式，

許多參加研修的學員也深有感觸。雲南民族大
學副校長李炳澤表示：「雲南公務員代表團到
8個香港公務部門參觀、訪問和深入交流，使

我較為全面系統地了解香港立法、新聞、出入
境、公務員管理和廉政機制，還深入南區民政
事務部門，學習香港基層社區服務的經驗，並
對市政規劃、香港交易所也有了較為清晰的認
知，可以說對香港社會經濟、政治、民生等各
個領域都有了真實的感悟。」

培訓廿餘載 獲統戰部全國政協肯定
香港文匯報自上個世紀90年代即開始開展
內地公務員赴港培訓業務，並被中央統戰部和
全國政協指定為「內地赴港學員培訓基地」。
如今歷經二十餘載，香港文匯管理學院積極與
內地相關政府部門對接，先後和雲南省、貴州
省、山西省、河南省等9省市公務員局、外事
辦、外宣辦、外專局等部門簽訂長期合作協
議，為內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成功培訓了
上萬名優秀幹部和管理精英。其中，對貴州公
務員實施「千人培訓計劃」，並擬對雲南的
500名至800名公務員進行多個領域的培訓，
成為內地人才赴港培訓的旗艦。

香港文匯管理學院植根香港，放眼世界，追求卓越，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貢獻。2014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發布實施11周年。11年來，內地與香港合作交流日益密切，香港成為內地最大海外培訓基地。

在內地人才赴港研修方面，香港文匯管理學院搭建新橋樑，開創新模式，取得新成果，樹立了赴港研修的文匯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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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成績單
截至2014年6月，香港文匯管理學院在香港和
內地創造了多個培訓大數據，交出碩果纍纍的
培訓成績單：
培訓人數：上萬人（包括為國務院新聞辦、國
務院港澳辦及各省市機關企事業單位，成功培
養優秀幹部和管理精英）
每年培訓學員：超過千餘人
每年舉辦培訓班：30個至40個
考察機構：超過280家（司法、政府部門；商
會、團體、傳媒、學校、物流、醫療等）
兼職教授：198人
培訓地區：20多個（雲南、貴州、山西、河
南、山東、浙江、甘肅、寧夏、四川、黑龍
江、吉林、江西、北京、上海、廣東、江蘇、
安徽、湖北、福建等省市公務員局、外事辦、
外宣辦、外專局等部門，簽訂長期合作協議或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培訓班學員拜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培訓班學員拜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培訓班學員訪問政府新聞處培訓班學員訪問政府新聞處。。

■■教育局官員為培訓班學員授課教育局官員為培訓班學員授課。。

■■雲南學員訪問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雲南學員訪問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MM2121媒體空間媒體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宇鳳 太原報道）2014年6月4日至
12日，山西部分縣科級幹部赴港澳培訓項目，是山西省外事僑
務辦公室繼去年成功舉辦全省外事系統及有關部門涉港澳工作
幹部赴港澳學習交流活動之後，又一次成功舉辦的晉港澳之間
的交流與互動。
山西省外僑辦靳雲艷處長表示，「山西需要一批眼光前瞻、

勇於開拓創新、擅於抓住機遇，靈活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高素
質公務員。香港的國際化發展理念、小政府大社會、城市建設
和管理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希望這樣的互動
交流越來越頻繁。」

培訓班活動多 涉獵政治經濟司法
2014年由山西省外僑辦主辦、香港文匯管理學院和香港文匯

報公關顧問有限公司承辦的「山西省部分縣科級幹部培訓班」
順利落下帷幕。在9天的時間裡，培訓班共安排授課、參訪、
座談交流等18場活動，聽取了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香港資深
媒體人）何亮亮先生所作的「香港的政治生態」、中聯辦特約
研究員劉偉業先生所作的「香港的資本市場及其對中國經濟發
展的影響」、英國其禮國際律師事務所北京首席代表律師劉曉
冰女士所作的「香港的司法體制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香港廉政公署首位華人廉政專員的專題授課。
學員並拜會了中聯辦、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香港特區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香港文匯報總部，參訪了香港公務員
管理局、香港立法會、廉政公署、香港貿發局，參加了香港山
西同鄉會成立大會，與香港山西商會、在港的山西企業家代表
及投資山西的香港企業家代表分別舉行了座談交流，還參訪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等
部門，並分別座談交流。

探討港澳投資環境 增三地交流合作
學員與港澳特區的相關官員探討了投資環境、投資策略等議題，並表示

進一步加強山西與港澳的交流合作，共同促進晉港澳三地發展。「廉政建
設」及「高薪養廉」值得借鑒。2012年以來，中央出台「八項規定、六
項禁令」，從快、從嚴整頓公務員隊伍，推動「廉政建設」。香港特區政
府的「廉政建設體系」相對成熟和完善，其成功的經驗值得內地學習和借
鑒。

港「廉政建設」成熟 嚴謹律己學員折服
此次參加赴港澳培訓的山西培訓班學員紛紛表示特區政府的「廉政建

設」是培訓中印象最深也最讓人折服的，之前只是在港劇中略有所聞，此
次親身體會，越發覺得港公務員制度之嚴謹、公務員之律己，讓人肅然起
敬。
培訓期間，多種形式的培訓課程安排，加深了學員對香港特區政府架

構、管理模式，獨立的司法體系及市場運作模式等方面的了解。學員們紛
紛表示不虛此行，平時三點一線的工作環境造成了思想桎梏，「走出去」
才能做到真正的開放思想、先試先行。尤其是廉政建設，一元錢都形成涉
嫌收受賄賂的行為，這種律己行為值得正在提倡廉政建設的內地公務員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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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姜增和（左）
與時任雲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解毅
就滇港人才高級研修項目簽署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晉、倪婷昆明報道）6月16
日，2014年滇港省院省校合作人才高級研修班（第一
期）將啟程前往香港，開展為期7天的學習研修。2013
年，滇港省院省校合作人才高級研修班在香港成功舉辦
4期，74名來自雲南省級、州市、企事業單位的人才骨
幹參加，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作為主辦機構，香港文匯管理學院精心組織、認真籌

備，自2013年3月，滇港省院省校合作人才高級研修項
目正式啟動以來，就與雲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雲南省港澳事務辦公室就研修事宜、參加人員、課程設
置、與香港政府對接等多方面工作展開了6次前期洽談
和調研。

與港府對接 按類別設專科

同時，香港文匯管理學院精心籌劃，與特區政府展開
緊密對接，就研修內容和授課方式進行多次調整和修
訂，根據每期研修班人員類別，設置不同類型的研修課
程，做到緊貼工作實際。
在香港文匯管理學院的認真組織下，每期研修班都召

開出團會，強調研修背景及重要性、學習紀律和外事紀
律，並健全組織機構，實施過程中嚴格管理，每期研修
班結束，學員們及時總結學習情況，必須提交學習心得
體會，主辦方充分吸收學員的意見建議，進行嚴格的教
學評估，以便改進和提高研修質量，得到了研修學員和
領導的一致認可。

訪政府部門各機構 零距離接觸

除高端定制權威講壇外，研修班更安排雲南學員到特
區政府零距離參訪、與特區公務員面對面交流，讓學員
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在知識理念、實踐經驗等各方面
得到全面提升。
在港期間，雲南學員既參訪了特區政府最核心的立法

會、廉政公署等部門，又深入到最為基層的香港南區民
政事務處、香港青年協會，並對香港文匯報、香港中文
大學、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等傳媒、教育、金融機構
進行了考察。
在香港投資推廣署，雲南學員更是得到了署長賈沛年

的親自會見。來自雲南省商務廳、雲南省招商合作局的
學員與賈沛年溝通交流，就滇港經貿合作達成許多共
識。

■雲南學員參觀香港立法會。

■雲南學員體驗香港城市展覽館的設施。

■雲南學員參觀香港城市展覽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晉、倪婷昆明報道）在香
港文匯管理學院的精心安排下，滇港省院省校合作
人才高級研修班在香港舉辦期間，雲南學員參訪了
多家香港政府部門和機構，與香港政府官員面對面
交流，收穫頗豐。

感受廉政建設 體現尊重規則
在廉政公署，其工作人員講解的案例以及問答反

饋讓雲南學員對香港先進的廉政建設印象深刻、受
益匪淺。
廉署工作人員講了一個故事：一名公立醫院的護

工因向被護理對象每人索取6元港幣，被查辦。雲南
省委組織部幹部三處副處長杜少波感慨：「事實證
明這樣做應該是對的。像滇池水一樣，到大面積污
染時治理起來麻煩就大了，故要防微杜漸。」
當被問到「如有人舉報你的同事貪污時，你怎麼

辦」時，廉署工作人員回答：「我相信我的同事，
但認為照章辦事是對同事更大的幫助。」

雲南省委組織部信息管理處副處長金浩感慨：
「答案看似輕巧，但卻讓我肅然起敬，因為字裡行
間體現對同事人品的信任，更體現尊重規則、
遵守規則的意識。」

滇公僕讚創新互動
滇港省院省校合作人才高級研修班（第二期）在

港學習期間，恰逢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慶典。慶
典時間大約只有1小時左右，約1,500多人參加，其
中主禮嘉賓20多人，在台上就坐並有部分發言；其
他嘉賓包括政府、媒體、企業、演藝等各界人士，
不分主次，沒有座位，各端酒杯來回走動互動交
談，讓雲南公務員印象深刻。
雲南省委組織部組織二處副處長業光遠表示，這

樣的酒會，實際上是一種互動溝通手段、公共關係
平台，互動範圍縱貫各界，再加上新聞媒體全方
位、多角度報道，影響力自然而然就產生了。希望
能夠借鑒這樣的方式，創新會議形式，轉變會風。

港式處事手法 學員受益匪淺 ■■雲南學雲南學
員訪問香員訪問香
港廉政公港廉政公
署署。。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
賈沛年為學員講解香港賈沛年為學員講解香港
投資環境投資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寧波報道）寧
波市文化創新團隊去年通過香港文匯管理學院
開展了14天的學習、考察和研討交流，赴港
研修班的學習給了寧波市發展文化產業許多積
極啟示。寧波市已提出將借鑒香港，成立不同
性質的文化及創意發展基金，資助鼓勵有發展
潛力的團隊創業。

學員多文化人 安排實驗戲劇
此次研修班由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管理學院
承辦，作為寧波市首批參加境外舉辦的文化創新
團隊研修班，由寧波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海娟率
團的15位寧波文化創新團隊的主要負責人赴港學
習，團隊中不僅有許多文化、文藝團體的領頭
人、創作者，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香
港的文化創新理念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研修班期間，文匯管理學院針對寧波學員的
特點，安排師資層次高，授課針對性強，15位

學員在欣賞完實驗戲劇《拍案驚奇之坐井》
後，和創意香港代表、香港「文化教父」榮念
曾及該劇的主創、主演團隊就文化的傳承與創
新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談。

晤文化界名人 了解港創意產業
寧波市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表示，管理學院
安排了前香港知識產權署署長謝肅方、香港創
意及科技創新委員會香港區主席方文興等一批
香港政經界知名人士、媒體專家和高校著名學
者授課，學員都收穫頗豐，得到了不少海外文
化產業發展的好理念，好經驗。
在港培訓期間，研修班學員還就香港文化創意

產業的發展經驗、自由市場主導下的政府角色和
創新文化管理方式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學習
了解，並親身體驗了香港文化創新、文化團隊運
作等方面的具體做法和國際化運作的成功經驗。
經過學習考察，寧波學員了解到，目前香港

政府對文化創新及創意產業的扶持措施主要是
通過商界、政府、業界合作，成立文化及創意
產業發展基金，對富於創新精神或有發展潛力
的公司提供支持。

寧波設發展基金 鼓勵文化團隊創業
據透露，寧波今後也將借鑒香港的這一做

法，成立不同性質的文化及創意發展基金，資
助鼓勵有發展潛力的團隊創業。對文化創新團
隊手推進的重大項目，可提供風險融資的信
用保證，從銀行或其他財務機構獲得貸款提
供、貸款保證計劃等，以保證文化創新團隊在
發展過程中不受制於資金。
此外，近年來，浙江省、寧波市還通過香港

文匯管理學院開展了新聞發言人培訓班，豐富
多彩、交互性強、具有實戰經驗的香港傳媒案
例教學，給新聞發言人帶來了前所未有應對國
際輿論環境的寶貴經驗。

■■寧波市文化創新團隊赴港高級研修班在港舉行寧波市文化創新團隊赴港高級研修班在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
艷寧 貴陽報道）今年初，
貴州省公務員局培訓教育
處對568份學員反饋表進行
梳理後發現，一名學員由正
處提名副廳級後備幹部；14
名學員由副處提拔為正處級
幹部；23名學員由正科提拔
為副處級幹部。學員及學員
單位表示，通過赴港培訓渠
道，既學到了香港管理等方
面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和
先進經驗，又學到了香港公
務員高度的法律意識、人本
理念和務實、高效、嚴謹的
工作作風，又加強了貴州與
香港的溝通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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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社長香港文匯報社長、、香港文匯管理學院香港文匯管理學院
院長王樹成院長王樹成（（前左前左））參加結業典禮參加結業典禮。。

滇近百菁英研修 學院精心籌備

夏一慶讚學員「藝成」返鄉 為黔注生機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西部地
區規模最大的境外培訓項目、黔港合作典範「貴州
千人赴港培訓計劃」自啟動日起，即引發外界高度
關注。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夏一慶對
「貴州千人赴港培訓計劃」給予高度評價，數千名
受訓學員學成歸來，把香港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和
經驗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為貴州經濟和社會事業發
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據了解，2013年貴州千人赴港培訓內容，主要
緊扣貴州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實際和「三化同步」
等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以及當前幹部緊缺知識需
求。對產業園區建設、城市綜合體建設、旅遊開發
管理等「五個100工程」等省重點項目和部署，進
行多班次安排。

選拔重實用性 基層幹部逾80%
夏一慶介紹，在培訓對象上，將進一步向縣市基
層和經濟社會發展一線傾斜。參訓人員選拔注重實
用性，名額分配向市州縣區基層傾斜，重點突出經
濟發展和社會管理一線幹部，千人赴港培訓學員市
縣基層幹部佔80%以上。
「儘管我們貴州和香港在經濟實力和發展水平上尚
有較大差距，但香港在發展過程中同樣面臨人口密
集、資源短缺等發展制約，其發展環境、條件和貴州

有異曲同工之妙。香港的先進理念和成功經驗，有很
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貴州資源、環境、文化
等優勢，對香港同樣具有巨大吸引力，雙方合作潛力
和空間巨大。」夏一慶表示：「以培訓為平台加強項
目合作，將是我們今後的努力方向。」

盼警務農委培訓 增與港合作
據了解，貴州省公安廳曾經專門給省公務員局來

信，希望進一步加強警務培訓方面與香港的合作。
貴陽市農委參訓學員，將把在香港習得的農產品品
牌創建及質量安全標示知識，應用於本地農產品品
牌創建，並與香港蔬菜統營處對接聯繫，把產品打
入香港市場。

■■貴州省職業能力建貴州省職業能力建
設培訓班在香港公務設培訓班在香港公務
員事務局上課員事務局上課。。

寧波赴港考察 設基金扶文創
■■培訓班學員參觀香港證券交易所培訓班學員參觀香港證券交易所。。

■■夏一慶夏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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