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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訪京交流青年工作
朱李月華率團 拜會港澳辦統戰部教育部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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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自配學位 成功率42.6%微跌

朱鼎健邀John Naisbitt 訪觀瀾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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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日前分別接待湖北省天門市、廣東省江門市
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代表團。廠商會會長李秀恒、
副會長楊志雄、戴澤良等出席會面，雙方就各自
發展交換意見。

李秀恒宴天門市副市長
11月17日，湖北省天門市副市長王志鵬一行5

人到訪廠商會，獲李秀恒、楊志雄接待。
王志鵬表示，此次赴港之行包括拜訪廠商會、

出席招商洽談及鄂港合作活動等。他又指，天門
市交通便利，農產品和人力資源豐富，極具發展
優勢，期待與廠商會合作打造出色品牌。
李秀恒表示，廠商會代表團今年10月到訪天門

市出席「2015中國（天門）茶聖節」，受到當地
代表熱情接待，與天門市委書記柯俊、市長吳
錦、副市長楊曉暉等會面交流，收穫頗豐。
廠商會常務會董盧毓琳，常務會董兼中港經貿

商機委員會主席黃震等出席了接待活動。

戴澤良接待呂錦源一行
江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呂錦源一行日前亦

到訪廠商會，與戴澤良會面。呂錦源表示，江門的
投資者有逾八成來自港澳，希望各方日後保持緊密
聯繫，優勢互補，共同尋找發展商機。
戴澤良表示，廠商會經常組織考察團到內地各

省市訪問，同時亦與多個工商社團簽訂合作協
議，加強與各地的經貿聯繫。他稱，廠商會剛於
10月舉辦「第四屆香港食品嘉年華」，「第五十
屆工展會」將於12月舉辦，期待將來有機會到江
門舉辦展覽會。

訪京團一行拜會港澳辦，獲副主任王志民接待，
王曾經在香港工作多年，熟悉香港情況。王志

民讚賞保良局服務愈來愈豐富多元，作為一家歷史
悠久而又貼近民生的服務機構，不論在慈善或教育
工作上均予人深刻印象。

王志民勉助青年「三業」
他對訪問團今次以青年發展作為交流主題表示認同，
鼓勵保良局在提供青年服務時多關心青年的需要，可
從「學業、就業、創業」3個方向培育和協助。
朱李月華表示，保良局的青年服務一直鼓勵創新
及創意，而保良局的青年宿舍計劃「李兆基青年綠
洲」將成為服務旗艦，除了便宜租金讓青年租住
外，更將提供理財教育及創業基金等配套服務，以
助青年累積資本，裝備自己。

會許光任劉利民商學生交流

其後，訪問團與中央統戰部副局長許光任就兩地
交流、青年服務的發展，以及未來國家發展的機遇
進行友好交談。
在與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等官員會面時，賓主討

論多項具體青年工作，特別是兩地學生交流，包括
學術以外的藝術體育交流的措施及安排。
據悉，保良局的屬校現時已經和內地27個省市近

85間學校結為姊妹學校，讓屬校學生有更多機會與
內地學生增進了解。

民政部副部長鄒銘望增合作
在拜會國家民政部時，副部長鄒銘會見全體團

友，他認為國家民政部與香港保良局想法一致，同

樣着重孩童的需要，特別是家庭支援。他簡介內地
社會福利政策方向，尤其是對殘疾人士、留守兒童
及父母未能實際撫養的兒童的承擔。同時期待日後
與保良局就共同關注的領域有更多合作，包括兩地
社會服務工作者透過服務信息交流，分享成果。
朱李月華在總結行程時表示，衷心感謝各中央部

委領導的會見及交流，北京之行讓各成員了解內地
最新發展及未來機遇，有助該局制定服務方向及策
略。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副巡視員羅智毅應邀

隨團。訪京的保良局董事會成員尚包括總理羅梁芷
珊、林潞、陳正欣、陳黎惠蓮、黃偉傑、李何芷
韻、譚毓楨、顧東華、曹貴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保良局主席

朱李月華日前率董事會一行21人赴北京訪

問，在京期間先後拜會多個政府機構，獲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國家教育部

副部長劉利民、國家民政部副部長鄒銘及

中央統戰部副局長許光任等多位領導接

待，並座談交流。朱李月華向各領導介紹

了保良局最新服務發展，更重點就青年發

展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曾任美國甘迺迪政府教育部副部
長、約翰遜總統特別助理的暢銷書作家John Naisbitt，受觀瀾湖
集團邀請於11月21日到訪東莞作主題演講，並宣傳其新書《全
球大變局》。John與妻子Doris Naisbitt日前先到訪海口，與全
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會面交流。
John與妻子Doris在朱鼎健的陪同下首先參觀觀瀾湖多個新項

目，包括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及下月即將開業的海口新城等。
兩人對海口經濟及旅遊業的快速發展表示肯定，更形容海口的
發展正正體現《全球大變局》中的預測：城市在未來世界經濟
走勢中將扮演重要角色。
Doris 說，在「一帶一路」的政策下，城市與城市間的聯繫
將更為緊密，城市化在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中顯得更為重
要，如今所見，海口的發展正正展示出城市的重要性。
她續說，文化教育亦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把握現

在才能洞悉未來，海口的發展有望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旅客，
更好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也更加鞏固海南作為國際文化交
流的中心點。
朱鼎健表示，觀瀾湖積極配合、支持國家的發展戰略，不斷

轉型升級，打造集旅遊、酒店、餐飲、主題樂園、高爾夫球場
等多元服務於一體的品牌，實踐「中國夢」。
他透露，John Naisbitt 11 月 21 日在東莞觀瀾湖舉行的演
講，將探討南環經濟帶的領軍者中國未來在國際政治、經濟領
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一帶一路」政策下中國的變化。

山西商會晉商金融公司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為建立平台，讓內地企業

走出去及更好地為商會會員服務，香港山西商會在會長
胡曉明牽頭下，日前正式成立晉商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並舉行揭牌儀式和開幕典禮。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孫
旭峰，副會長張寬年、安中山及副秘書長王偉雄等出席
典禮。

會長胡曉明開幕禮致辭
胡曉明於開幕禮上說：「今天是香港山西商會的特別

日子，也是商會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晉商是中國最早的
商幫，是古代中國最大的商團之一，以『誠信』為核
心，因此商會的成立和未來的發展也會一直以『晉商』
精神為我們的宗旨，發展成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公司。」
他續說，商會秘書處現正就晉商金融資助商會行政費

用的問題進行研究，又特別感謝在投資和成立過程中支
持幫助過商會的各位會員和朋友，並希望會員多多支持
商會活動。
香港山西商會，是由晉港兩地商界人士發起，以「立
足香港，面向全球；服務山西，弘揚晉商文化；促進交
流，創造商機」為宗旨，在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及山西省
委省政府關懷幫助下，於2013年正式在港註冊。
香港山西商會旨在利用香港成熟的金融服務市場，吸
取香港的資金、技術、人才、服務、資訊及管理經驗，

努力發展山西省外向型經濟。並將山西的優質項目引入
國際市場，為海外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商會並推動晉
港兩地商界精英攜手走出國門，發展海外業務。同時，
香港山西商會關注社會，關注民生，開展慈善，扶貧救
難，參與社會發展工作，反映業界意見。
晉商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目前旗下的晉商證券有限公

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所參與者以及於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持牌法團，可從事證券交易
（第1類）及就證券提供意見（第4類）之受規管活動。

■朱李月華向國家民政部副部長鄒銘致送紀念品。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前排右六)與保良局乙未年董事會主席朱李月華(前排右七)及一眾訪問團成員
合照。

■國家教育部劉利民副部長(前排右五)及多位領導與保良局乙未年董事會訪問團成員合照。

■戴澤良（右三）等接待江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代表團。

■李秀恒等接待並宴請湖北省天門市代表團。

■John Naisbitt（中）攜妻子Doris Naisbitt
（右）到訪觀瀾湖與朱鼎健合影。

■香港山西商會會長胡曉明（左三）與該會主要首長一
同主持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明年9月入學的小一入學自
行分配學位結果下周一出爐，教
育局昨日率先公佈整體入學數
據。今年有53,678名學童申請自
行分配學位，較去年增加1,300
多名，最終42.6%（22,888人）
獲派學位，成功率下跌0.3個百
分點。有北區小學校長認為，數
字反映小一學位依舊緊張，但相
信教育局推行的「跨境校網」能
發揮作用，預計區內學位競爭情
況與過往相若。
受跨境生及升小人口增加的影

響，近年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成功
率持續低企，教育局昨日公佈
2016年度官立及資助小學小一自
行分配學位數據，成功率為
42.6%，較2015年度的42.9%微
跌0.3百分點，只略高於2014年
度最低位的42.3%。
22,888名獲派小一學位的學生

中，11,430人屬於有兄姊在讀或
父母在職的「世襲制」，數字屬
新高；餘下11,458人則屬按「計
分制」分配。
北區小學一向為跨境生家長心

儀，區內學額幾乎年年「爭崩
頭」，其中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
長黃永強昨表示，今年該校自行
階段共取錄78人，跨境生約佔
兩成多。
他指，有關學生中其中48人屬

「世襲制」必收，較原定分配的學
額要多，所以要調撥3個「統一派
位」學額處理，而餘下取錄的30人
均於「計分制」取得20分或以上，
亦有少量獲20分者經抽籤後落選，
只能列作後備。

黃永強：「跨境校網」助緩爭位
對整體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成

功率微跌，黃永強認為那說明
學位仍相當緊張，幸近年推出
「跨境校網」將部分跨境生分

流至其他地區，預計北區學位
競爭與過往相若。自行收生未
獲學位者，將會參與明年初開
始的統一派位，他提醒家長事
前宜多了解派位機制及心儀學
校資料，依個人及子女意願填
選志願。雖然部分學校或地區
入學競爭激烈，但家長亦應多
了解不同學校情況，不宜單純
「捨難取易」隨意選校，以免
獲派學校後才覺不合意，影響
自己及孩子情緒。
教育局發言人提醒，有為子女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家長須於下
周一或二，前往所申請的小學查
閱結果，並於下周三至周四往辦
理註冊手續，否則將被視作放棄
論。

近年小一自行收生成功率
入學年度 申請人數 獲派學位（「世襲」） 成功率
2016 53,678 22,888（11,430） 42.6%
2015 52,314 22,465（10,951） 42.9%
2014 52,489 22,187（10,722） 42.3%
2013 49,914 21,599（10,211) 43.3%
2012 45,715 20,795（9,480） 45.5%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黎陳芷娟昨日在新
一期香港賽馬會全
方位學習基金的開
展儀式上說，基金
的資助讓每一位學
生獲得全方位學習
機會，不會因為個
人的經濟環境而受
影響。
她表示，學生現
時的學習已不再局
限於課本或課堂
上；學校為學生提
供廣闊而均衡的全方位學習經歷，讓他們在真實情境
中學習。這些由親身體驗而得的學習經歷，往往是一
般課堂教學所不能代替的，對於學生發展和應用各種
共通能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達至全人發
展起關鍵作用。
黎陳芷娟歡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今年再撥捐
2億7,800萬港元，令基金在未來3年的運作得以開展
和延續。
因應新一期基金以「培養健康生活，積極服務社
群」為主題，黎陳芷娟說教育局會推出新的「獎勵計
劃」，並舉辦相關的專業發展課程，以協助教師規劃
更多與體育發展和社會服務相關的活動。
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亦有出席開展儀
式並擔任主禮嘉實。一些接受基金資助參與全方位學
習活動的學生在開展禮上演出，並分享他們的學習經
歷。

基金於2002-03學年由教育局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成立，撥款分配到參與的學校，讓學校資助有
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截至2014-15學
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累計捐款超過6億
4,000萬港元予基金。
在過去3個學年，每年受惠的中、小學生人數高達
二十多萬。受惠者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學校
書簿津貼計劃下的全額津貼或符合學校自訂的經濟困
難審定條件（其他受惠類別）的學生。基金一直以來
為有需要學生、家長及學校帶來正面的影響，深受各
持份者的欣賞。
新一期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注重從體育活

動中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並提倡為學生提供更多服
務社會的機會以培養其關愛精神和相關的共通能力，
為終身學習奠下良好基礎。基金詳情已上載教育局網
頁（www.edb.gov.hk）。

■■開展禮上黎陳芷娟和張亮與學校代表合照開展禮上黎陳芷娟和張亮與學校代表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