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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創造機會參與國家發展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希望港澳政協委員要加大對
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組織青年社團代表到內地進行體
驗式學習考察，讓他們親身感受國家發展成就，增強國
家意識。近年來，香港少數青少年受到激進「本土主
義」等錯誤思潮的影響，身份認同問題沒有解決，國家
民族感薄弱，非常不利香港的社會穩定乃至兩地關係發
展。香港政協委員作為兩地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樑，確實
應該通過自己的有效工作，幫助香港青少年認識國家，
讓他們能夠參與到國家發展和兩地合作中，從而獲得更
多實實在在的個人發展機會，增進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認
同感、歸屬感，自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長期以來，受複雜的政治因素干擾，本港中小學缺乏
系統的國情教育，一些割裂兩地關係、鼓吹分離意識的
謬論卻大行其道，「反國教」的思潮持續，結果不少香
港青少年對祖國的認知非常淺薄，有部分青少年甚至沒
有到過內地，不知道祖國的發展進步現狀，只是聽信片
面誤導而對內地產生誤解乃至抗拒。近年的非法「佔
中」、驅趕內地遊客、以致旺角暴亂等事件中，部分青
少年之所以參與其中，或多或少與他們抗拒內地、抗拒
國家有關。
由此可見，加強香港青少年工作，增強他們的國家意識
和對內地的了解，刻不容緩。加強本港青少年的國情教
育，是特區政府的重要工作，本屆政府在政策、資源方面
採取了不少措施，支持鼓勵教育機構、民間團體舉辦交流
活動，讓香港青少年了解國家，擴闊視野。應該看到，讓

流感又殺到 早築「防疫牆」

青少年認識國家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僅靠一些單次的
交流還遠遠不夠。要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歷史及國情教
育，必須通過更深入、更全面、更頻繁的親身觀察和接
觸，尤其是有不同程度的親身參與，才能有效建立起年輕
人對祖國的情感，才能體會到兩地人民血濃於水的親情，
才能真切感受到國家發展的巨大成就，增強作為中國人的
自豪感，更好地理解國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困難，有利於
消除在國情認知上的誤解和鴻溝。
近年由於房屋、求學、就業等一系列問題，向上流動
機會不足，令部分香港青少年對政府、對社會抱有怨
言，成為發洩不滿的街頭行動的土壤。青少年工作需要
圍繞青少年關心的問題，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
加強兩地青年交流合作，應為香港青少年提供更多到內
地交流、升學、實習的機會，鼓勵內地企業招收香港實
習生和畢業生，為香港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實習、就業崗
位；內地目前積極鼓勵創新創業，也應通過政策、場
地、資金扶持，建立兩地青年創業基地，為香港青年創
業、實現夢想創造條件。香港青年有更多親身參與內地
發展的機會，分享到更多實在具體的利益，就自然會提
升認識國家的興趣和投入感。
各級香港政協委員是本港各行各業的精英翹楚，當中
不少是事業有成、熱心社會的專業人士、企業家，熟悉
兩地政經文化和情況，更有條件承擔起幫助香港青少年
加強認識國家的責任，出錢出力，出謀劃策，整合資
源，集中力量，實實在在推進香港青少年人心回歸的工
作。

冬季流感高峰期，衞生防護中心錄得今年首宗兒童感染流感後死亡個案。流
感來勢兇猛，政府的防疫工作不可鬆懈大意，必須作出全面嚴謹的抗疫安排。
尤其是針對學校、社區等高風險的地區，要全面加強消毒和清潔工作，普及防
疫宣傳，敦促家長和學校留意幼童的個人衛生，有病及早求醫，有效防禦病毒
散播。同時，包括長者、長期病患和幼童在內的較易受感染人群，應該盡快接
種流感疫苗，提升免疫力。
冬季本是流感高發期，近日本港天氣乍暖還寒，市民稍有不慎容易「中
招」。截至 3 月 2 日，衞生防護中心已錄得 154 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其中死亡
個案達 49 宗。此次的流感病毒類型與去年不同，主要是 H1N1 及乙型流感，較
易令小朋友感染，對幼童的威脅更大。一名 6 歲男童就因為流感引發心肌炎，
不幸死亡，成為今年首宗兒童感染流感死亡個案。流感季節至少還要持續至下
月才會逐漸結束，防疫工作不可掉以輕心。
低齡學童對流感病毒的免疫力較低，又大多聚集在學校的封閉空間進行集體
活動，一旦有人感染，學校很可能變成流感爆發地，傳染速度和範圍驚人，當
局必須及早做好學校的防疫應對和部署。一方面，應該督促學校時刻保持環境
的清潔衛生，定時消毒，堅持為學童每日測量體溫，密切監測學童健康狀況；
另一方面，應做好抗疫宣傳，教育學童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提醒家長多留
意孩子的身體狀況，有病須及時就診，並實施家居隔離，防止病毒社區擴散。
接種疫苗是目前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為避免學校、社區成為病毒的
溫床，當局應呼籲長期病患、長者和幼童等有需要人士，盡早接種疫苗，增強
上述人群抵抗流感的免疫力，降低流感在社區傳播、爆發機會。
本港與內地人交往頻繁，增加了防疫工作的困難。尤其是內地近期又出現寨
卡病毒感染病例，更增加本港防疫的難度。面對複雜的公共衛生安全挑戰，本
港衛生防疫部門必須密切監察流感病例的變化，加強與廣東省的疫情資訊交
流，共同監控疫情變化，切實為兩地民眾築起嚴密的健康保護牆。
（相關新聞刊 A10 版）

基建保競爭力 不能議而不決
特首會王光亞談3大工程 港在內地可有更大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在北京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他在會後表示，他和
王光亞主任討論了香港的基本建設，有很多方面都需要國家的
支持、內地省市的配合，也討論了「十三五」規劃。他強調，
基建對香港的競爭力、經濟及社會發展都非常重要。他強調，
所有議員到最後都有責任投票表決，不能議而不決。

在與王光亞會面前，梁振英分別與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市長許勤，國
家科技部部長萬鋼會面。其後，梁振英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陪同下會見傳媒。

大橋「三跑」高鐵 助港發展
梁振英介紹，他和王光亞主任在會面時，談到港珠澳大橋、機場第三條
跑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這 3 項「海陸空」工程。梁振英指，這 3 項工程對
香港日後發展非常重要，可以為香港提供在內地更大的發展空間。
他舉例說，在北京、上海、廣州3個主要城市的香港商會指出，目前總共
有 35 萬港人全職在當地工作和生活，「我們這些基本建設發展得好，對香
港人日後的事業發展空間確實是一個提升和擴大作用。」

梁振英和王光亞也談到「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發展。
參與會面的譚志源補充，他前日提早赴北京，和國家發改委相關司長就相關
的最後細節交換了意見，相信稍後全國人大通過審議「十三五」綱要有關香
港的部分，會完全採納香港在過程中所提出的意見。「我相信對我們（香
港）工商界、專業人士、香港普羅市民來說，這份規劃綱要都應該有很多正
面的信息。」

陳茂波：港人赴兩援外試點工程
陳茂波則表示，在京期間，他和多個與建築和工程相關的香港專業團體
代表拜訪了多個部委，交流了香港專業人士在內地開業及工作發展的空
間，尤其在廣東省和各自由貿易試驗區，及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下，香
港的建築和工程相關的專業人士和公司可如何參與一些基建工程項目。
陳茂波特別指出，國家目前正進行的兩個援助外國的工程項目，包括尼
泊爾及柬埔寨，已試點式地讓香港專業人士提供工程監理的服務。相關部
委在肯定香港專業界表現的同時，也歡迎進一步探討香港在國家援外的工
程項目中，可以更全面和廣泛地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這可以令香港
專業人士，尤其是年輕人有更多選擇，經驗也會更豐富。

倡團體多辦學國情活動

譚志源料「十三五」全納港意見

■梁振英（右二）昨日在北京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左二）會面。陪同行政長官的包括譚志源（右三）、陳茂波（右一）和
楊偉雄（右四）等。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在政協工
作報告中提出，港澳要加強青少年
工作。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回
應，特區政府十分關注、重視青少年
工作。今屆特區政府上任後，即在小
學、幼稚園到大學教育方面都做了很
多舉措，同時十分支持和鼓勵香港的
公益團體，尤其是青年團體多辦一些
青年活動，讓他們了解國家，了解世
界。「兩雙手怎麼都比一雙手好。」
他願意聆聽各界有關改進香港青少
年工作的意見，共同做好這方面的
工作。
■記者 鍾立

施政靠全港團結 中央支持





針對眾所關注的旺
角暴亂事件，特首梁
振英昨日指出，今屆
特區政府在過去 3 年
已做出不少成績，包括土地供應及房屋供應
等。未來，要解決民生、年輕人等問題，施
政上的問題，需要靠大家齊心團結、持之以
恒，加上中央以至內地各省市大力支持、配
合下，「我對香港是十分有信心。」
被問及昨日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會面時，雙方有否討論過下一任特首選
舉，以至旺角暴亂事件時，梁振英表示，
雙方沒有討論過未來特首選舉的問題，而
對於在香港發生的一些大事，特區政府一



研建平台助港青參與內地創新
■梁振英
梁振英（
（右二
右二）
）和楊偉雄
和楊偉雄（
（右三
右三）
）昨日
與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
與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
（左二
左二）
）會面
會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創新及科技是香
港未來發展的重心之一。特首梁振英昨日拜會國
家科技部部長萬鋼。陪同梁振英參與會面的創科
局局長楊偉雄透露，萬鋼部長在會上和他們商討
建立一個平台，令香港青年創業家可以有更多機
會參與內地創新創業和享受資源，令有志創業的
香港年輕人可以得到將來國家在「互聯網+」和
「中國製造2025」帶來的新機遇，取得新成果。

當局在返港後會開始「做工作」。
梁振英則笑言，由於立法會「不配合」令創
科局拖3年後才成立：「楊偉雄局長，他當了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3個半月時間，但是由於立法會
不配合，立法會拉布，所以他等了我3年。」
他表示，自創科局成立至今，大家都很受鼓
舞，整個香港社會的創新科技氛圍加強，許多
投資者、創投基金、風險基金，都有興趣投資

■ 梁振英
（右四）昨日
與深圳市委
書記馬興瑞
（左三）和深
圳市市長許
勤（左二）會
面。
在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上，而國家對此也十
分支持。
梁振英強調，國家十分重視創新、創業，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香港希望扮演好「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在這方面連繫國外及內地，讓香
港發展新的產業，包括「再工化（ reindustrialisation）」等。在這過程中，需要國家進一步的
支持及內地省市的配合。

直都有和中央政府保持緊密聯繫。中央官
員對香港重大事件的看法，都會不失時機
地公開向社會表達。
在評論到新界東補選，有激進派候選人
取得逾六萬票，被指是選民表達對今屆特
區政府表現的不滿時，梁振英強調，香港
是屬於所有人的，無論特首、官員、立法
會議員，以至全港市民都應該齊心團結，
減少時間上、金錢上的虛耗。過去3年，當
局的土地規劃和供應、興建房屋等工作難
度很大，如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有人在城
規會反對等，但通過相關政策局等各方齊
心、努力，土地、樓房供應增加，樓價和
租金都同時下跌。
■記者 鍾立

港深商創科合作新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深圳
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
一。特首梁振英昨日與深圳市委書
記馬興瑞及市長許勤會面。梁振英
在會後強調，深圳是內地城市中創
新和科技做得十分出色的其中一
個。香港在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
與深圳在這方面將發展新的共同合
作領域。雙方在昨日會面中，已有
一系列的共識，創科局在未來一兩
個月內，將和深圳官員進一步商討
創科合作。

建平台促「內」
「外」合作
梁振英在與馬興瑞及許勤會面時
表示，深港兩地多年來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希望未來創造更多機
會，「我看香港與深圳人民都有共
同盼望，就是我們兩個地方能夠合
作更好。」馬興瑞則表示：「兩地

合作有良好基礎，希望向更高層次
推進。」
梁振英其後在記者會上透露，在
和馬書記及許市長會面時，大家花
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深港兩地的
創科合作。
他指出，香港在重視與內地，包
括深圳創科合作的同時，也十分重
視與外國的合作，可以為世界各地
的創新及科研單位，和內地科研單
位提供一個合作平台，「在外國和
內地之間，香港是一個十分好的
『超級聯繫人』。」
他舉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去年
宣佈，將在港成立麻省理工學院在美
國以外的第一個創新中心時解釋，
選擇香港固然有生活環境、法治制
度等方面優勢，要到深圳這個創科發
展迅速的城市更只需1小時車程，還
有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生產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