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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賽落幕 激戰促認知
馮瑛冰勉學生 理性看待歷史 弘揚中華文化

特首晤哈薩克斯坦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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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吸引大中小學界參與的「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國情賽決賽各組冠軍名單

賽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知識大賽」，昨日圓滿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經過前後約 個人賽
一個月的連場激戰，公開組、工會組以及來自大、中、小學的個人賽和團體賽優勝者最終脫穎 小學組︰葉家寶（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而出，各組別的參賽者都大讚比賽水平高，有助加深自己對中國歷史及國情的認識。香港文匯 中學組︰唐德強（聖言中學）

大學組︰黃文朗（香港中文大學）

報董事、副社長馮瑛冰期望，參賽者可透過比賽全面認識國家、理性看待歷史，並把中華文化 公開組︰霍敏儀
工會組︰吳惠儀
推而廣之。

「第

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暨紀念香港基
本法頒佈 25 周年知識大賽」由教育局、香港文
匯報、工聯會、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並由瑞安集團、麗新控股有
限公司、華潤（集團）有限公司、霍英東基金會、澳門
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全港各區工商聯、嘉里建設有限公
司、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祥祺集團聯合主辦，國家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為支持機構，以及 40 多個教育、文化、學術、青年
團體和媒體參與協辦。

主禮嘉賓陣容鼎盛

黎陳芷娟籲加強認知學習國情

團體賽
小學組︰英華小學A隊
中學組︰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隊
大學組︰香港中文大學B隊
公開組︰楊秉鈞、何國豪、鄒丹浩、霍敏儀
工會組︰蘆婕華、黃國相、林志忠、林潔兒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歐陽文倩
黎陳芷娟在致辭中說，學生是香港社會的未來，年輕
一代的成長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她表示，香港青少年
有必要加強對國家傳統文化和國情的學習與認知，為自
己開拓發展空間，並勉勵年輕一代要關心祖國、關心香
港，同時放眼世界、貢獻社會。
馮瑛冰致辭時表示，「國情知識大賽」勉勵本港青少
年成為香港和祖國美好未來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將自身
前途和個人榮辱與建設香港與祖國發展緊密聯繫在一
起。他表示，未來會繼續將此利國利港利民的活動辦下
去，為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愛國精神貢獻一分力。

行等安排作檢視，並將明年 1 月底有初步
方案，而教育局亦會急事急辦、雙管齊
下，以行政方法盡快杜絕個別學校的TSA
操練問題，確保學生可擁有一沒有因TSA
而需要操練及補課聖誕及新年假期。
部分反 TSA 團體曾宣稱，有教育局官
員 在 學 界 場 合 向 校 長 口 頭 提 及「 關 注
TSA」，並以此指控「政府施壓」，致令
學校「被迫操練」；但對於當局白紙黑字
「遏止操練」的官方信件，有關團體卻質
疑只是「溫馨提示」。

■吳克儉昨強
調會與學校及
家 長 充 分 合
作，嚴肅處理
「陽奉陰違」
或其他不恰當
的操練補課。
資料圖片

吳克儉 :有需要時發警告信
吳克儉昨被問及對學校違反指引的跟進
情況時，強調會與學校及家長充分合作，
嚴肅處理，而經分區教育主任與各區小學
接觸後，部分學校已即時取消在假期間的
補課。他又指遏止操練是社會整體的共
識，如有「陽奉陰違」或其他不恰當的操
練補課，局方會直接提出指示，或與校董
會、辦學團體接觸，並在有需要時考慮發
警告信。

吳克儉又重申，TSA 屬低風險評估，
並不影響學生升學升班，也不會因此而
「殺校」，而有關資料可為教育政策及校
本教學提供重要參考，其他國家亦有類似
做法，具存在價值。他希望藉是次措施清
晰說明，用 TSA 作操練藉口的做法不能
接受，「在小學，特別是小三、小二和小

一，是不可以、不能夠、不准進行 TSA
補課和無謂測考。」

下周兩場研討會讓家長表意見
另教育局下周將舉辦兩場研討會讓家長
就 TSA 表達意見，而檢討 TSA 委員會成
員亦會出席。

公共事業工會籲明年劃一加薪 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
合會調查發現，近七成會員不滿今年加薪幅度。工會
代表批評中華電力、港燈電力、香港中華煤氣及電訊
盈科四間企業，在錄得豐厚盈利同時，未有和員工分
享成果，要求四間企業按通脹率及盈利調整薪酬，明
年劃一加薪7%。

錄得豐厚盈利 應與員工分享成果
4 間屬於香港公共事業工會聯合會轄下的企業工會，

12月12日(第15/144期)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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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注中）

下次攪珠日期：12 月 15 日

包括中華電力、港燈電力、香港中華煤氣及電訊盈科的
職工會，以問卷訪問 1,200 多個會員，收集公共事業僱
員對2015年的加薪滿意度和對2016年的加薪期望。
昨日公佈的調查發現，有 68%不滿今年加薪幅度；
90%認為薪酬調整應該按通脹率為基數，再考慮公司的
盈利作調整；95%人認為公司應與僱員分享業績成果。
2016 年加薪期望方面，要求加薪 5%或以上的佔
93%，而當中要求加薪 5%至 7%的佔 46%；要求加薪
7%至 9%的佔 30%；要求加薪 9%以上的佔 17%，反映

各公共企業過往每年的薪酬調整都趨向保守。

四公共企業 2015 中期錄得鉅額盈利
聯會指出，四間公共企業 2015 年中期業績均錄得鉅
額盈利，其中以中電最多，共錄得中期盈利 57.2 億
元，最少的電訊盈科集團，也錄得10.7億元盈利。
聯會批評四間企業過往未有和員工分享成果，要求
四間企業明年劃一加薪 7%，以彌補過去多年的加薪不
足，同時再按員工表現調整加幅。

反對派檢討區選 認蛇齋餅糭制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大言不慚，勢要繼續重彈所謂「建制派種
票」老調之餘，還稱用「蛇齋餅糭」聯繫
街坊是制勝之道。在昨日一個活動上，反
對派參選人何俊仁、李世鴻就本次區議會
選舉進行賽後檢討，稱會繼續以「種票」
話題針對建制派，又稱「不否定蛇齋餅
糭」。
由華人民主書院、「民主動力」與「城

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合辦的「2015
區議會選舉檢討與形勢前瞻研討會」，昨
日下午在城大舉行。落選區議會的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多次不負責任地稱，他
「覺得」、「懷疑」、「感覺」本次區議
會選舉新增了不少流動選民，但又承認自
己根本「冇數字」。
對於自己這次區議會選舉失敗，何俊仁
覺得「很累很累」。他稱，自己選區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表示，今年 11 月整體訪港旅客按年下
跌 10.4%，當中一簽多行的旅客減少 39.8%。他
續說，內地訪港旅客下跌 15.4%，不過非內地旅
客有連續兩個月的增加，在11月份增加7.6%，形
容是「一周一行」的政策實施後的新常態。蘇錦
樑強調，香港旅遊業追求的是重質不重量，未來
亦會循這方向發展。
蘇錦樑昨日表示，香港旅遊業旅客組合有所轉
變，當中非內地旅客連續兩個月獲得增長，認為
是特區政府不同的政策下，包括在 4 月實施的
「一周一行」所引起，是一個新的常態，並料這
個發展會持續。他續說，香港旅遊發展局亦會增
加資源，以提升過夜旅客來港，為香港旅遊業健
康長遠發展努力，當局未來亦會密切留意旅遊業
的發展，並與業界緊密合作。
被問到緊接其後的長假期市道，蘇錦樑回應
指，要觀乎國際情況，特別是匯率的變化。因為
香港周邊地區及國家幣值下跌，加上各國及地區
均有不同措施吸引旅客，當局會因應最新的發
展，和業界、旅發局，有不同的措施去針對當前
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競
爭條例》下星期一（明天）實施，截
至上星期，競爭事務委員會已收到超
過 400 宗查詢和投訴。競委會主席胡
紅玉表示，合謀行為舉證較難，計劃
讓首名告密者獲寬免，加快瓦解合謀
行為，又說長遠希望修訂《競爭條
例》，加強規管的力度。她又解釋，
企業必須證明能帶來特別的經濟效
益，並為消費者帶來好處或優惠，才
能獲批豁免。

教局遏操 TSA 多校停聖誕補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前
日向全港小學發信，明確要求遏止有關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補課及其他
操練問題，局長吳克儉昨表示，部分辦學
團體及學校已即時配合，取消於聖誕及新
年假期的補課。他強調，若有學校違反指
引會嚴肅處理，局方將直接與校董會接
觸，有需要時會考慮發警告信，當局絕對
有信心和決心執行遏止小學操練的措施。
繼 10 月底向學校發出新的家課與測驗
指引後，教育局前日進一步向全港小學校
監及校長發信，要求遏止小學操練問題；
包括必須立即取消在課後及假期的 TSA
補課或模擬測考、不應要求學生特別是初
小生補課、不要購買操練式 TSA 補充練
習、針對有需要學生的課後輔導只能自願
參與等。吳克儉昨出席學界活動後補充
指，希望針對性與學校合作，以行政方式
遏止操練解決問題，否則無論有沒有
TSA，社會將繼續受過度操練纏擾。
他表示，現時檢討 TSA 的委員會正就
有關題目深淺、題型及是否每年或抽樣進

旅業新常態
內地客跌 外來客增

競爭條例助規管 胡紅玉冀「打虎」

昨日總決賽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黎陳芷娟，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全國人大代表、招商局
集團董事李引泉，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
北，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馮瑛冰，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副總裁朱莉，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
會主席歐陽曉晴，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蘇新
剛，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
席姜亞兵，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林顥伊，招商
局慈善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毅力，香港文匯報副
總經理姜增和，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名譽會長何
景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
附中國際部高級教師紀連海，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
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侯明等。
經過早前預賽的選拔，晉身總決賽者高手如雲，不論
是公開組、工會組還是來自大、中、小學的參賽者均全
力以赴，迎戰比賽。比賽過程緊湊，於搶答環節，難分
高下。結果，經過整天的對戰，各組別的結果亦相繼出
爐，其中團體賽的大、中、小學組冠軍分別由中文大
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以及英華小學隊伍奪得（各組冠
軍名單見附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訪港的哈薩克斯坦共和
國總理馬西莫夫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
換意見。
梁振英歡迎馬西莫夫來港訪問。他表示，香港
享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而哈薩克
斯坦位處歐亞大陸中心位置，在「一帶一路」倡
議中起重要作用，期望兩地能夠在各個範疇加強
交流和合作，促進雙邊關係，把握「一帶一路」
倡議所帶來的大量商機。梁振英並鼓勵更多哈薩
克斯坦企業到香港發展和投資，善用香港的優
勢，進入龐大的內地市場。

已經選了二十幾年，96 年贏到現在第一次
輸，他會以此為結局，不再參加這種地區
性選舉。他又稱，立法會議員沒有優勢，
輸了區議會不一定贏不到立法會。「我越
來越相信將來選立法會的人不一定要選區
議會，不需要以此來提高知名度。」
「新民主同盟」成員、候任沙田翠嘉區議
員李世鴻則稱，每年都會同街坊去兩次旅
行，旨在讓街坊幫忙催票。他還大喊「不否
定蛇齋餅糭、辦活動加強聯繫」的口號，稱
與街坊多多「聯繫」是這次勝選的要因。

瓦解合謀 首告密者獲寬免

胡紅玉昨日出席無綫電視節目《講
清講楚》表示，《競爭條例》有三個
目的，包括打擊合謀定價如圍標、大
企業以本傷人，以及企業進行削弱競
爭的合併。她提到，「圍標」等合謀
行為舉證難度高，競委會會讓首名告
密者獲寬免，希望在法例實施初期，
便可盡快瓦解合謀行為，「如果你不
預先告密，我們要打官司，一、二、
三、四合謀者都會控告。不只是企業
要承擔責任，企業的管理階層都可能
要承擔。」
胡紅玉早前曾表示條例要打「大老
虎」，但她昨強調，不是為打大而打
大，而是打「又大又壞」，並利用自
己的優勢「以大欺小」，令市場歪曲
的商戶。
胡紅玉又認同，《競爭條例》立法
時力度不足，罰款上限僅限於本地營
業額一成，明顯太低；普通消費者不
能直接用《競爭條例》控告涉嫌違法
的公司，須由競委會調查再作訴訟，
過程複雜；有關合併的守則又只規管
電訊業，她期望條例實施後盡快檢
討，作出修訂。

容許企業申請一般性豁免

《競爭條例》容許企業申請一般性
豁免，但部分行業例如金行，其金價
升跌都會跟從兩個商會公佈的「參考
價」，對於企業應如何界定有否違法，胡紅玉解
釋，合法與否的界線十分清楚，如果行業的做
法，能帶來特別的經濟效益，並為消費者帶來好
處或優惠，經競委會的經濟調查和分析證實後，
可向競委會申請豁免，並非在違法的情況下不予
起訴。她又忠告有意申請的企業，一旦就申請遞
交資料，日後可作為競委會調查或執法用途。
胡紅玉續指，競爭法令商界的經營模式改變，市
場上會有新的機遇，商界需要時間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