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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港大專生參觀大亞灣前海
菁英會青聯主辦王志民梁宏正霍啟剛等出席

在昨日的活動中，
香港學生主要參觀了
大亞灣核電站及前海
大 學 生 創 業 「 夢 工

廠」、前海展廳等。不少學生表示
獲益匪淺，之前只知道大亞灣很重
要，但不知道對香港影響如此大。
至於前海，他們此前根本不知道這
個地方的存在，了解以後覺得提高
了香港年輕人的創業慾望。

浸會大學英文系學生Shawn告訴記
者，他自己在大學期間只要有機會就
會參加內地交流團活動，此前去過北
京．長江一帶，今次參加「「走進前
海、走近大亞灣」」活動，是因為對
大亞灣抱有很大興趣，「我知道大亞
灣很難進去，有機會去參觀核電站全
貌，了解發電原理我覺得非常難得。
唯一遺憾是時間比較短，了解的還不
夠深入。」

了解大亞灣核電站對港重要性
Shawn指，是次參觀令其了解大亞

灣核電站對香港的重要性，「譬如
70%的電力是供應給香港，約佔香港
燃料組合的25%，核電取代部分燃煤
發電，令香港每年減少750萬噸二氧
化碳排放。這些資訊香港年輕人必須
多了解。」

來自香港IVE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
學科的學生李嘉俊認為，參觀前海使
他的創業熱忱得到激發和提高。

他說：「在香港年輕人一般不會創
業，香港無論是資金，還是政府能夠
提供的機會都非常少，這方面深圳與
香港比較很不一樣，前海『夢工廠』
提出的優惠條件很有吸引力，甚至價
格條件也很合理。」

李嘉俊認為，是次活動增強了他對
內地的了解，如果還有活動能夠讓他
更深入了解前海，他十分樂意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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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批拖「堆填」港變「瘀血社會」

據了解，該活動是菁英會、青年聯會
組織香港八大院校及各專科院校、

青年學生到深圳參觀考察大亞灣、前海的
長期活動，活動目的是為了讓香港青年學
生擴闊視野、增長見識，了解前海發展前
景，為未來的就業、創業提供參考。同時
認識大亞灣核電站在能源、安全和環保等
方面的工作。

鄭東山李矜持啟動禮致辭
昨日上午，首發團成員在中國廣核集團
所屬的大亞灣核電基地舉行交流活動啟動
儀式。中廣核集團副總經理鄭東山、香港
特區政府駐深圳聯絡處主任李矜持等發表
講話，並與全體成員舉行放飛竹蜻蜓儀
式。
菁英會主席梁宏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該會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
讓香港人更加了解內地。曾經想過組織學
生到內地旅遊，但又覺得這些活動旅行社
都可以做。活動地點最終選在深圳，是因
為深圳距離香港最近，深圳的發展與香港
息息相關。

梁宏正：前海創業夢工廠
他說：「選擇深圳，我們第一個想到
的是前海。前海是一個剛剛開始發展的
區域，中央給了很多優惠政策，對香港
人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尤其是青年創業
夢工廠，提供了不少優惠幫助香港的年
輕人創業，讓他們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
變成事實。而且這個地方的租金費用非
常便宜。香港的年輕人必須了解這個事

情。」
除了前海，了解大亞灣對香港年輕人來

說也非常必要。梁宏正說：「大亞灣核電
廠存在那麼久，距離香港那麼近，很多香
港人都擔心它的安全性，我們經過了解，
發現核電如果控制得好是十分安全的，加
上日本地震後爆發的核洩漏事件更讓我們
發現，核子反應堆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大亞灣使用的方法是非常安全的，這必須

讓香港的青年學生知道。」
他指出，大亞灣核電站不是誰想進去

就能隨便進去的，今次有機會讓香港學
生了解大亞灣，了解核電發電原理，非
常難得。「香港有四分之一的電是大亞
灣提供的。我相信此次參觀完大亞灣和
前海，香港年輕人會發現，除了吃喝玩
樂，深圳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是必須了
解的。」

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透露，計劃組織
3,000名香港青年學生參加活動，昨日為
首發團，約有400名青年學生參加，在今
年的12月13日和20日，2015年1月10
日、17日、24日、31日還有另外六期供
青年學生報名參加。「活動目前計劃舉行
7次，但不一定只有7次，平台既已搭建
好了，如果其他大學學員有興趣，我們也
會幫忙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

圳報道）香港菁英會和青年聯會

組織的「走進前海、走近大亞

灣」參觀交流活動昨日在深圳啟

動。首發團共有八大院校及專科

學院的400名學生參加，主要參

觀了大亞灣核電站基地展廳、技

能訓練中心、觀景平台及前海大

學生創業夢工廠和前海展廳等。

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香港菁英

會主席梁宏正、香港青年聯會主

席霍啟剛、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政治助理陳岳鵬、特區政府駐

深圳聯絡處主任李矜持等參加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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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財委會審議「三
堆一爐」撥款申請逾一個月仍未表決，天文台前台
長、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林超英昨日
批評議員議而不決，並形容「血如果唔流就會
瘀」，將香港變成「瘀血社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主席陳智思則警告，垃圾問題已達「死到臨頭」階
段，委員會提出的垃圾徵費計劃，希望大家可以「行
住先」。
林超英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表示，他對議員在這議

題上進行「拉布」感到可惜，並批評議員議而不決，
「否決也好、通過也好，都適時處理掉它。」他形容

「血如果不流就會瘀，要讓社會流動，擔心香港弄不好
變成『瘀血社會』。」
林指垃圾徵費是較可行的減廢方法，希望當局盡快

推行，但認為每戶每月收費30至44元不夠高，「不痛
不癢」，未能反映減廢決心。他又表示，無論政府如
何大力宣傳，源頭減廢要由市民主動做起，認為政府
有決心推「三堆一爐」，希望政府明年更進一步推行
「按量徵費」，但要配合嚴厲執法，避免市民將垃圾
棄在屋外。

陳智思：處理垃圾達「死到臨頭」

陳智思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處理垃圾已達「臨
界點」，甚至達「死到臨頭」階段，他認為，目前應
做好源頭減廢，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垃圾徵費建議，
目的是減少製造垃圾，希望可以「行住先」。
陳智思續說，委員會曾討論垃圾徵費水平，擔心徵

費過高反令更多人違法，用其他膠袋棄垃圾逃避費
用，徵費過低則未能提供誘因，參考超市膠袋徵費經
驗，最終決定徵費水平，相信多數市民不會為節省5毫
至1元垃圾袋費而違法，並認為低收費也能改變市民習
慣。預計當局明年就垃圾徵費草擬立法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連兩日在理
工大學平台舉行的「直接資助學校聯展2015」昨日
展開，向家長及適齡學生展示升學資訊。面對近年
升中人口不斷下跌，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招祥麒表
示，直資中學的收生情況難以一概而論，但認為不
少直資中學都各有特色，亦能回應家長關注，不擔
心收生會有問題。此外，部分直資中學計劃明年上
調學費5.5%至7%。
今年共有20所學校參加聯展，包括福建中學、培

僑中學、蘇浙公學等，更首次有小學參與。不少學
校都乘此機會展示自己的特色，如學校的電子教學
發展、特別的課外活動如欖球、時裝設計等。
此外，部分直資中學亦計劃於明年上調學費，其

中學費較低的香島中學，計劃於2015/16學年將中
一學費上調7%至每年4,280元。面對升中人口下
跌，該校並不擔心受影響，會按往年一樣開設4班
中一。另孔聖堂中學亦計劃上調學費5.5%至3,800
元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勞工顧問
委員會昨日選舉新一屆僱員代表，共有372
間已登記僱員工會的代表出席投票，投票率
達90.3%。選舉共11名候選人角逐5個僱員
代表委員席位，包括4名現屆成員，並在選
舉中成功「冧莊」繼續擔任新一屆委員。

工聯吳秋北膺「票王」
5名僱員代表委員分別為工聯會理事長吳
秋北（345票）、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鍾
國星（296票）、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財務主
任周小松（294票）、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
會總幹事梁籌庭（269票）及港九工團聯合
總會副主席王少嫺（260票），除了王少嫺
其餘4人均是現屆委員。新一屆勞顧會任期
由明年1月開始，為期2年。

促取消積金對沖機制
吳秋北對成功連任感到榮幸，感謝工會支
持。他指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有迫切需
要，因為對沖機制侵蝕打工仔血汗錢，與強
積金保障僱員的目標背道而馳。
他表示，明白過去一段時間，社會聚焦其
他議題，但政府不解決對沖機制問題，就會
侵蝕強積金，既然社會正討論全民退休保
障，正好提醒大家強積金也是全民退保的一
部分，雖然議題有難度，但也須面對，希望
與政府有充分討論及落實時間表。
對特首指「佔中」後打算聚焦處理青年政
策，吳秋北認同青年就業不理想，失業率近
雙位數，高質素職位較少，令很多青年找不
到心儀工作，「只要政府願意討論，就算放
在勞顧會我們也願意傾。」

梁籌庭憂標時立法遇阻
梁籌庭則指，標準工時立法已達尾聲，現時要將所有
搜集的數據編寫報告，交予委員會作最後決定，希望年
底前有結果。他透露，立法很大程度要看僱主取態，可
惜僱主十分抗拒，他希望僱主不要視標準工時為洪水猛
獸，「我們希望今年底可作出決定。」現時勞資雙方各
執己見，如果不能立法，僱員代表很大程度會退出標時
委員會，「做不到的話再下去也無意思。」

部分直資中學加費逾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
聯昨天舉辦了「2015年度漢字毛筆書法
比賽」，反應踴躍。比賽分為3個組別
進行，包括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
共有近70人參加。經多名評審認真評分
後，於各組別選出得獎者，並即場頒發
獎項。民建聯還舉辦「2015年度漢字」
評選，獲提名的10個候選漢字為「穩、
憂、法、讓、危、禮、愛、義、亂、
望」，市民由即日起可於民建聯網站參
與投票，或於下周一起前往民建聯各支
部辦事處索取投票表格。
為推廣「年度漢字」評選活動，民建

聯今年首辦「書法比賽」，由中國香港
書法家學會會長容浩然、副會長吳世
定，民建聯會務顧問、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民建聯副主席、中國香港書法家學
會副會長彭長緯擔任評審。黃子源、汪
剛浩和鄧佑保分別獲得小學組、中學組
及公開組冠軍，各組還選出亞軍及季軍
各一名，優異獎及優良獎數名。

曾鈺成籲投票評年度漢字
曾鈺成指出，在第二個環節自組詞句

比賽中，不少參賽者寫出對香港語重心
長的句子，反映了他們對香港環境的看
法和期望。他希望大家積極參與「2015
年度漢字」評選活動，一人一票選出表
達對2015年期望的漢字。
擔任公開組評審的容浩然表示，參賽

者水平普遍較高，相信是做足了準備功
夫，若書法界能多一些這類有心人，相

信香港的書法水平能進一步提高。小學
及中學組評審吳世定指，書法賽對學生
學書法是一種肯定和鼓勵，練習書法是
一種良好興趣，可以學習更多漢字，培
養及提升審美能力。
這已經是民建聯第三次舉辦年度漢字

評選，經過由學者、文化界、作家及民
建聯代表等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從政

治、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考慮後，
提名「穩、憂、法、讓、危、禮、愛、
義、亂、望」為今次年度漢字的10個候
選漢字。市民由即日起可在民建聯網站
投票，或於周一起前往民建聯各支部辦
事處索取投票表格。年度漢字評選結果
將於2015年1月公布。

■霍啟剛、梁宏正、施榮忻、洪為民與中廣核
副總經理合影。 李薇 攝

■王志民與陳岳鵬、李矜持及各界青年團體代表在大亞灣核電站出席活動啟動儀式。 李薇 攝

■學生代表在大亞灣核電站參觀，工作人員現場講解發電原理。 李薇 攝

■吳秋北（右二）等當選人到場等候選舉結果。 袁楚雙 攝

■招祥麒表示，不擔心直資中學收生有問題。 歐陽文倩 攝

民建聯年度漢字書法賽頒獎民建聯年度漢字書法賽頒獎

■小學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及優良獎得主與
評判合照。

■民建聯昨天舉辦「2015年度漢字毛筆書法比賽」，曾鈺成、容浩然為公
開組冠亞軍及得獎者頒獎。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