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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
新聞教育基金與教育局及城大媒體與
傳播學系日前合辦「中學生傳媒教育
工作坊」，活動吸引了200名中四至中
七學生及老師參加。參加者透過講
座、小組討論、個案分析及實習，深
入了解傳媒功能，掌握新聞自由、新
聞道德操守等基本概念。
主辦機構同時邀請20多位來自報
章、電台和電視台的資深傳媒工作者
與參加者分享交流，包括中文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浸會大學

新聞系首席講師劉志權、星島日報編
輯總監吳夏郎、經濟日報高級採訪主
任（副刊）單志民和有線電視記者蘇
永權等。
此外，學生會參觀電視台和電台，

了解電子新聞的製作過程。
新聞教育基金主席陳淑薇表示，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反應熱
烈，基金將繼續舉辦專為中學生而設
的各項傳媒教育活動，以貫徹新聞教
育基金「擴闊視野，啟迪心智」的目
標。

傳媒教育工作坊 擴闊中學生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到北京訪問
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充分肯定和十分
滿意梁振英與特區政府包括「政改三人
組」在政改工作上的表現，並會繼續堅定
支持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梁振英昨日
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他每次訪京都向張
德江委員長匯報工作，慣常做法亦會向傳
媒匯報會面情況。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的提

問時說，他日前已如實向傳媒轉述張德江

委員長對特區政府及他本人工作的評價，
預期傳媒會報道，而中央領導人也會看香
港傳媒的報道。

曾鈺成：CY放棄爭取連任不合理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則

表示，他相信中央政府的確肯定梁振英及特
區政府的工作。被問及梁振英表示如有機會
及空間，會盡最大努力為香港市民服務，曾
鈺成認為，梁振英年紀不算很大，健康也非
常好，如果放棄爭取連任並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梁振英昨日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與民主黨6名立法會議員會面，討論未
來政治新形勢。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會
後形容，是次會面氣氛坦率，又稱希望
特區政府今後能與不同政黨會面，相信
在制定政策時能吸納反對派的意見，政
策獲得支持的機會很大。
梁振英及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府總部與

民主黨會面，雙方討論時間較原定的半
小時多出了20分鐘。民主黨在會上共提

出了11項建議，涉及監察食水安全及打
擊圍標等，並提出希望盡快重啟「政改
五步曲」，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給
予市民「真正的選擇」。
劉慧卿會後稱，會面氣氛坦率，其間

花了大部分時間談及食水安全問題，而
梁振英表現出願意溝通的態度，並有要
求他們就部分意見作出澄清。她指，是
次會面只是開始，特區政府今後應與不
同政黨會面及把意見納入政策內，相信
會得到更大支持。

劉慧卿：與梁振英會面氣氛坦率特首：向傳媒匯報訪京情況慣常

CY勉失意考生職業教育奮進
參觀IVE機械人坐太陽能車 指「行行出狀元」政府提供機會

梁振英昨日參觀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了解
職訓學校的工程研發項目。兩名在該校就讀

電腦工程高級文憑的學生，向梁振英介紹長者智
能家居服務機械人的操作，包括提供新聞、天氣
等資訊。該團隊並成功研發提示服務，用家可利
用手機程式遙控機械人，提示長者日常生活需要
注意的事情。

機械人見特首「緊張」「左擰右擰」
梁振英對機械人顯得興致勃勃，先向機械人
揮手打招呼，向同學查詢它的構造、功能等，
並手持卡板指示機械人匯報天氣，但未知機械
人是否面對特首感到「緊張」，一度「左擰右
擰」，在場的職業訓練局（VTC）副執行幹事
陳雲青打趣說，「它有近視，睇唔到。」學生
其後又示範機械人的提示功能，機械人卻搞笑
地向梁振英說：「老友記，你今日食咗藥
未？」
梁振英其後參觀了青衣航空中心，了解修讀航
空客運服務課程的學生的教學及實務訓練支援，
又試坐由學生設計的太陽能電動車，在露天停車
場繞了一圈，當得知電動車時速可達110公里
時，他臉上即流露出驚訝的神色。
梁振英在參觀後向記者表示，中學文憑試今日
放榜，特區政府的理念是「行行出狀元」，除傳
統的大學教育之外，包括專業教育學院在內的職
業教育，一樣可以為有不同志趣、不同能力的青
年人，提供大量良好的就業和事業發展機會。
他續說，專業教育學院提供的部分課程，包括
一些和科技有關的課程，他們的成就和傳統大學
的同學、老師的成就是不遑多讓，「所以我在此
一方面鼓勵明（今）天放榜得到好成績的同學，
亦同時請想繼續升學但沒有足夠考試成績進入傳
統大學課程的同學，多些考慮職業進修、職業教
育。」
梁振英又透露，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本月已
向特區政府提出有關推廣職業教育的報告及建
議，當局正研究建議內容，希望香港青年人除大
學教育外，都能夠繼續升學，自己創造美好的前
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學文

憑試今日放榜，特首梁振英昨日特意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參觀，了解就

讀職業訓練學校學生的科研成果。他表

示，特區政府的理念是「行行出狀

元」，除傳統大學教育外，職業教育也

為有不同志向、能力的青年人，提供良

好的事業發展機會，並鼓勵未考獲足夠

考試成績進入大學課程的同學，多考慮

職業進修及教育。

梁君彥冀求同存異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舉行年結記者
會。內委會主席梁君彥總結今個立法年度的內會會務時表示，去年行
政立法會關係雖仍「劍拔弩張」，但雙方在協調上已較去年有所改
善，特首梁振英早前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動提出經濟民生事項優先
討論，更有利修補雙方關係。他期望，立法會議員未來能求同存異，
聚焦處理經濟民生事務，可徹底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讓香港在周邊競
爭中急起直追，這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梁君彥昨日在記者會上提到，2014/2015年度，內會在會期內共舉行
了31次例會和1次特別會議，討論人口政策問題，並成立了15個法案
委員會審議特區政府的法案。特區政府則共提交了20項法案予立法
會，較上一年度少9個項目。其中，當局在上半年只提交4項政府法
案，有11項都是在下半年才提交，當中4項更是在今年4月中才提交，
另有4項於會期最後兩次會議才提交立法會。
梁君彥表示，明年是本屆立法會的最後一年，呼籲當局務必盡早提

交法案，特別是預期具爭議性的法案更應盡早提交，若在下半年才提
交，議員可能未有充裕時間審議，即使開始審議，工作亦可能未能如
期完成，有關法案將失效，相關委員會的工作就會白費。

聚焦經濟民生符合港整體利益
在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梁君彥認為，今年情況雖仍「劍拔弩張」，無
明顯改善，但雙方在協調上已較去年改善。他期望進入「後政改時
代」，行政立法機關能盡快尋求方法，放下政治爭拗，重踏理性溝通之
路。
他指出，梁振英早

前首先釋出善意，主
動更改立法會財委會
有關審議項目的次序，
優先審議涉及民生方面
的項目，有利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而要徹底
改善雙方關係，議員
就應求同存異，聚焦
處理經濟民生等事
務，讓香港社會喘息，
盡快急起直追，這才符
合香港整體利益，相
信市民也願意看到。

「民主思路」會林鄭
冀與中央港府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副主席湯家驊，今年10月將辭任立法
會議員職務，內會副主席屆時將出現空缺。負
責建制派協調工作的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
葉國謙昨日表示，在大方向而言，內會副主席
仍應由反對派議員出任，但有關人選必須得到
建制派接受，否則建制派會另外推舉人選競
逐。
就湯家驊辭任議員後內會副主席的安排，內

會主席梁君彥昨日表示，這需由建制派與反對
派協調。湯家驊就稱，副主席空缺應由反對派
出任，以減少黨派不必要爭拗，有利議會運作

效率。

批反對派破壞互信礙協調
葉國謙表示，內會副主席空缺可繼續由反對

派議員出任，但有關人選必須得到建制派接
受，特別是反對派過去單方面破壞了協議，全
數加入立法會人事編制和工務小組委員會以取
得該兩個委員會的主席職位，在處理建制派議
員逾期申請加入時就猶如公審，令建制派議員
受到侮辱，相信未來日子，建制派與反對派議
員在協調其他委員會正、副主席人選時，會有
很大困難。

內會副主席人選 葉國謙：須獲建制派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昨舉行國慶
酒會，下月將結束五年任期的總
領事栢雅諾（Arnaud Barthele-
my）透露，卸任後會留在香
港，接替他的新任總領事預計9
月到港。代表特區政府出席酒會
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感謝栢
雅諾為促進法港交流作出貢獻，
又笑稱自己是最後一次主禮法國
國慶酒會，但希望卸任後仍能獲
邀參加。

法總領事：港繁榮靠「一國兩制」
栢雅諾表示，香港過去18年
的繁榮有賴「一國兩制」，這種
制度優勢獨特且持久，法國作為
受惠方，樂意為其完善作出貢
獻。他總結5年在港經歷時形
容，與港人共事令人鼓舞，並讚
揚港人有好奇心、可靠以及好
學。
栢雅諾又感謝特區政府對法

國社群的長久支持，例如最近
把將軍澳天晉附近用地批予法
國國際學校Victor Segalen Asso-
ciation Limited。他觀察到香港
面臨一些挑戰，相信香港最終
可克服挑戰，法國樂意出一臂
之力，為各行各業提供解決方
案。

雙邊貿易年增6%

事實上，目前香港有逾3,000
間法國企業，數千名法國僑
民。法國商會是香港發展最快
的商會之一，成員企業逾1,000
間。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
法港雙邊貿易過去五年以平均
每年6%的速度增長，去年雙邊
貿易總額近 110 億美元（約
852.6億港元）。
在法國出口香港的商品中，手

袋、旅行用品、服裝、珠寶、名
酒等生活方式（lifestyle）類佔據
主導，飛機是繼旅行用品和手袋
後第二高價值的出口品類別。
另一大出口類別是酒精飲

料。單計紅酒，出口值自2008
年來已增長2倍，去年佔到市

場總貨值的52%。提到今年首
5個月法國進口紅酒較去年同
期勁升49%，佔到香港酒類總
進口的64%，林鄭與栢雅諾對
望一眼，笑說：「別問我香港
人為何消耗這麼多法國酒。」
林鄭提到，3年前出任政務司

司長後，法國是自己主禮的首
個外國國慶酒會，今次是第二
次參加，也是最後一次作為特
區政府官員參加。她解釋，酒
會的主禮嘉賓由特區政務司司
長、律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
輪流擔任，下一次輪到政務司
司長要到2018年，「請大家相
信肯定不是我」，但就希望仍
有機會出席酒會。

官式赴法國慶酒會 林鄭笑言「最後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辭去立法
會議員職務和黨籍的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
驊，昨日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年結記者
會後，告別立法會議員生涯，全身投入他
一手成立的智庫和議政平台「民主思路」
工作。他昨日透露，「民主思路」成員前
晚首次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會面並共進晚宴，探
討溫和政治路線的意義和挑戰，分享與中
央及特區政府保持溝通的工作目標。

智庫獲商人資助 明公佈新成員
湯家驊昨日主持內會年結記者會後向傳媒

透露，「民主思路」已在炮台山物色了一個
辦事處，暫時有數名無政治背景的「二三線
商人」，口頭承諾願捐資200萬至 300萬
元，款項有待捐款人外遊返港才收到。他初
步構思聘請一些具質素人士做研究，預計每
月開支約10萬元，希望日後進一步籌集600
萬元經費，維持智庫兩年至三年的運作。
「民主思路」明日會開記招交代詳情，屆時
將公佈新成員名單。
他續說，為促進各方對話，「民主思路」

未來數月會邀約各大政黨及政團會面，在第
四季則主力約見不同「公民社會」的代表，
期望與香港社會各階層一起尋求政改的基本
共識，為下一輪政改奠基。
湯家驊又透露，「民主思路」前晚與林鄭

月娥會面，並獲司長在官邸設宴款待，出席
同一場合的還包括譚志源。他說，今次會面
是「民主思路」首次正式與特區政府主要官
員會面，席間與兩位司局長探討溫和政治路
線的意義和挑戰，提出與中央及特區政府保
持溝通、持續對話的工作目標，並了解特區
政府今後兩年的施政方向。
被問及其個人生計，湯家驊笑說，辭去立
法會議員職務後，將重返法律界擔任資深大
律師，現已接了數宗官司「搲真銀」。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和副主席湯
家驊回顧委員會於2014/2015立法年度的工
作。 莫雪芝 攝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栢雅諾（左）與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敬
酒。 張易 攝

■林鄭月娥前晚於官邸宴請「民主思
路」。

■梁振英對機械人顯得興致勃勃，但機械人卻「左擰右擰」。 劉國權 攝

▲梁振英參觀
香港專業教育
學 院 青 衣 分
校，聽取職員
講解學生實習
概況。

劉國權 攝

◀梁振英試坐
由學生設計的
太 陽 能 電 動
車。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