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和嶺大校董
會會議近期接二連
三被小部分學生衝
擊。面對大學校園
也被政治化，本身

為城大校董會主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胡曉
明在訪問中表示，召開城大校董會前，會先
與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個別溝通，一年又有兩
三次和學生傾談，展現溝通誠意，不擔心城
大校董會出現激烈行為。
胡曉明再指，現時出席城大校董會，都

會考慮到會否遇上衝擊場面，但城大校董
會總體上是理性的，學生代表不會那麼
「離譜」，不擔心校園政治化蔓延。他認

為，每間大學的學生各有特點，城大學生
大部分來自基層，能在大學唸書已很感
恩，想早日畢業找工作，負擔家庭責任，
他們關注學運的人不算多。
至於如何減少學生衝擊的機會，胡曉明

坦言，一年會有兩三次約學生傾談，海闊
天空，管理層與學生不缺乏溝通渠道，這
幾年來他們提出的訴求都可滿足，對學校
的決定沒有反對或出現激烈行為。「上屆
學生會，我甚至幫他們做生意。同年輕人
溝通，最重要安排見面時間了解他們要什
麼。」開校董會前，他們也務必抽出時間
與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個別溝通，尋求共
識。 ■記者 鄭治祖

特首無干校政 任校監合情理
胡曉明讚梁振英默默為城大籌款 對人不對事不公道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月底撰文聲

稱，《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

承諾的香港院校自主和言論自由正受

「威脅」，又針對現任八大院校校監的特首梁振英，提出

大學應自行選校監更為「合適」的「換校監論」。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胡曉明近日在北京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大學接受特區政府巨額資

助，特首任校監的制度合情合理。事實上，梁振英從未干

預城大校政，更在背後默默為城大籌款、支持大學發展，

這些都鮮為人知，一些針對梁振英任校監的言論是對人不

對事，並不公道。 ■記者 鄭治祖

黃友嘉倡為北上港企鬆綁
大力支持多種產業發展

的「十三五」規劃，亦有
利兩地在創新創業方面深
化合作。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積金局主席黃友嘉在

今年全國兩會提交建議，指香港投資者目前進入
內地市場仍有限制，中央政府仍需推出政策拆牆
鬆綁，包括讓港企在市場准入和合資持股等權益
與內地民企看齊，實現「強強聯合」，促進港企
參與到內地新一輪創新創業浪潮中。

資源互補 合作空間巨大
黃友嘉在《關於支持香港深度參與國家創新創

業的建議》中提到，去年底，國家「十三五」規
劃建議中指出，內地在未來5年將以創新作為經
濟發展的新動力，將重點鼓勵發展科技創新、服
務業創新、智能生產、高端製造產業和信息技術
等，並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

網＋」、「中國製造2025」等一系列政策落地
實施，有利初創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和產業孵化
生態系統逐漸完善，成為中央激發全社會創造力
以及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的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香港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憑借

自身在金融、知識產權保護、基礎科研、產業根
基、品牌效應、國際聯繫、企業家精神等方面的
相對優勢，主動參與到內地新一輪創新創業的浪
潮中，把握箇中湧現的龐大商機。兩地之間在競
爭優勢上的資源互補，則令雙方共同開展創業創
新的合作空間巨大。
據了解，近期已有不少香港創業青年及企業家

主動對接內地的創業資源和創業人才，積極尋找
具有前景的投資市場以及合作機會。不過業界反
映，儘管內地近年已不斷放寬對香港投資者進入
內地市場的限制，在投身內地創新創業的過程
中，仍存在部分政策和法規對兩地合資共同創業
形成掣肘。

舉例指，在內地經營的港資企業，現時倘要和
內地自然人通過合資持股的方式共同創業，會受
到相關法規的限制，直接禁止了內地創業人才通
過與香港企業進行「強強聯合」共同創業的可能
性，打擊了內地人才積極響應國家「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的意慾，不利於最大限度地促進內地
創新經濟的發展。

倡享同等待遇 可合資持股
建議提出，中央政府研究在CEPA下，讓港企

在內地市場享有與內地同業完全同等的「國民待
遇」，即香港企業在內地可以與民營企業享有完
全一樣的市場准入、合資持股等各項權益。同
時，中央政府應盡快允許內地自然人與港資企業
之間可合資持股創業，允許內地自然人參股至外
商獨資及合資、合作企業，共同推動國家的創新
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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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又鼓吹「港獨」。特
首梁振英昨日強調，基本法保障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
不變，而香港亙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是「清楚的常
識問題」。近期激進青年學生的「港獨」言論甚囂塵
上，反對派姑息縱容、煽風點火，實在難辭其咎。更為
惡劣的是，反對派一意孤行抗拒中央對港的管治權，逢
兩地融合必反，對「港獨」思潮推波助瀾。如果任由
「港獨」氾濫惡化，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社會各界
必須全力遏止，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

《學苑》在激進學生把持下，冥頑不靈散播「港獨」
言論，曾經被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香港稍有常識、具
有正義感的輿論和市民，無不對「港獨」言論批評勸
阻。但是，《學苑》「獨」性不改，如今再打正旗號鼓
吹「香港在2047年後『建國』」，明目張膽挑戰香港社
會的底線。《學苑》之所以有恃無恐「播獨」，其中一
個最主要原因，是有反對派替其撐腰，從言論到行動，
或明或暗為「港獨」張目。

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公然宣稱，《學
苑》鼓吹「港獨」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
具體表現，把「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作為鼓吹
「港獨」的「擋箭牌」、「護身符」；身為港大校董
的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更為「港獨」辯護，指近
年確有不少年輕人支持「本土」和「港獨」思想，一
切源於港府在施政管治上不尊重民意，部分年輕人因
而對政府感到不滿和失望，驅使他們「尋找出路」。
這是顛倒是非，用向政府「潑髒水」的方式將「港
獨」合理化。公民黨亦在新發表的《十周年宣言》中
提倡「本土自主」，主張港人要「重新思考我城的未

來，探索和確立香港這個所在地的全新定位」，又指
香港「儘管結束了殖民統治，香港至今依然未能擺脫
不公平的政治框架」，並要自行重訂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身份及內地人來港的政策等，宣言雖無直接使用
「港獨」、「建國」字眼，實質上與「港獨」無異。
還有近年大行其道的「本土主義」，其中的激進勢力
的本質就是扭曲本土觀念、抗拒融合的「港獨」思
潮。反對派雖然仍不敢公開聲言「港獨」，卻不曾有
片言隻語譴責，反而為「港獨」言論辯護。有這種
「呵護」，「港獨」自然不知收斂，反更得寸進尺。

反對派除了在言論上放縱「港獨」外，更在行動上對
「港獨」作出言傳身教的示範。反對派反對《「一國兩
制」白皮書》，否定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策動違法
亂港的「佔中」，打出「公民起義」、「命運自決」的
口號；公然對抗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違背民意，
綑綁否決合憲合法的2017年政改方案；連有利兩地融合
的高鐵香港段工程追加撥款都要拉布狙擊，更將「一地
兩檢」抹黑。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在實質上為「港獨」
歪風作出「示範」，誤導荼毒青少年。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地人民的
關係血濃於水，包括700萬港人在內的全國同胞絕不會
容許「港獨」失控，衝擊香港繁榮穩定，破壞「一國兩
制」。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央政府對貫徹落實「一
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並確保「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全面準確落實。習主
席的講話高瞻遠矚，值得港人認真領會和貫徹。在是否
容忍「港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可以討論的空
間，社會各界必須充分認識其危害性，大聲向「港獨」
說不。

姑息「港獨」謬論 反對派難辭其咎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與中文大學校方

交流學生輔導及健康教育工作，對近期有
多名中大學生輕生表示難過及惋惜，強調
學生自殺「一個都嫌多」。面對學生輕生
悲劇頻發，學校、家長、老師、同學乃至
社會各界，有必要通力合作，認真探討事
件的深層次原因，透過反省和改善，給予
青少年更適切的關懷和指引，幫助他們樹
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增強抵禦負面影響
的抗逆力。任何人若再利用不幸事件「抽
水」，只會暴露他們的冷血無恥，必遭大
眾譴責和唾棄。

近期發生多宗學生輕生事件，其中年
齡最小的輕生者竟只有 11 歲，令人痛
心不已。青少年正值荳蔻年華，卻也青
澀脆弱，外界十分關注如何幫助學生面
對人生波浪，擺脫暫時困境，勇敢面對
人生。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如何幫助
他們擺脫厭世負壓，既是學校、家庭的
責任，也是社會不同團體、教育專家乃
至傳媒的責任和義務，需要大家一起
「會診」青少年輕生背後的深層次原
因，找到對症下藥的有效措施。這是社
會對青年人的關愛和呵護，亦是為香港
社會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氛圍。

毫無疑問，青少年自殺的原因和誘因
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但不可否認，
當下香港充斥泛政治化的對抗情緒，對
青少年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社會

整日吵吵鬧鬧，某些勢力刻意將現實描
繪成暗無天日、未來毫無希望，這種氛
圍無形中加深了青少年對前途的迷茫和
絕望。一些家庭中的不和諧，同伴相處
中的不快，學業上的壓力，甚至是對自
我表現的過份苛責，都會導致青少年產
生偏激的放棄心理。遏止社會的負能
量，淨化社會風氣，對防範更多青少年
走向極端，絕對有百利而無一害。而如
果有人借悲劇事件，將青少年輕生問題
焦點轉移到政治上，硬把責任歸咎於施
政不力，只會加深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和
負能量。這種「抽水」行為，只顧謀取
政治私利，根本是泯滅良知的冷血行
為。

年輕生命的隕落，是「一宗也嫌多」
的悲劇，絕不應成為政治炒作「素
材」。借教育局一個心理輔導指引中的
輔導工具「不自殺契約」，攻擊政府
「作秀」，偏離事實，借題發揮，對解
決青少年輕生、紓緩孩子心結毫無助
益。回歸理性，探討事件的成因和改善
措施，才是真正幫助青少年，才是真正
對青少年負責，對社會負責。全社會都
應該抵制將青少年自殺事件政治化的行
為，凝聚更多社會力量，花更多心思和
時間在關心和照顧青少年發展身上，為
他們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而非製造和
放大矛盾，增加青少年的煩惱和壓力。

合力防青年輕生 譴責借事件抽水

2015年是抗戰勝利70
周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
的抗日事跡廣為包括港人
在內的海內外國人熟知。
一直關注抗戰歷史的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建議，
國家應盡快以高規格接回目前仍留存緬甸的374
具已知陣亡將士的遺骸，及在緬甸展開中國遠征
軍陣亡將士遺骸尋找工作，和籌建無名英烈DNA
信息庫，以便親人尋回遺骸。
王敏剛在《關於盡快迎接中國遠征軍緬甸陣

亡將士遺骸回國及籌建無名英烈DNA信息庫
的建議》指，抗戰時期，約20萬名中國遠征軍
前往緬甸戰場，陣亡近半。因為歷史原因，這
些墓地全部被毀，將士遺骸被棄荒野。經長達

4年之久的考察之後，2015年4月，深圳市龍
越慈善基金會展開中國遠征軍緬甸陣亡將士遺
骸尋找，至今已在緬甸找到遺骸374具，經復
旦大學生命科學院DNA鑒定，來源地多為湖
南、四川、廣西等地。其後，中華英烈褒揚事
業促進會、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聯合啟動
「中國遠征軍緬甸陣亡將士遺骸歸國活動」，
並與雲南省施甸縣達成協議，由施甸縣提供土
地安葬遺骸。同年10月，緬甸政府同意由中國
民間機構提出申請，允許將遺骸帶走。

緬恐損風水阻運走 要中央「出手」
不過，同年11月，運送遺骸的車隊抵達緬甸

密支那時，密支那雲南同鄉會將存放遺骸的房屋
用鎖鎖住，並將一輛汽車停放門口，阻止將遺骸

帶走，理由是帶走遺骸會影響到當地的風水，他
們也要在當地修建紀念碑成為當地景點。
華僑又認為，該次活動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許

可，民間運送遺骸的車隊只能空手而回。
王敏剛在建議中分析，事件的根本原因，在

於民間機構能力有限，在未能取得政府部門明
確支持的情況下貿然行動，最終產生不好的社
會影響。目前，374具陣亡將士遺骸仍存放在
緬甸密支那的華人墓地，按照中國傳統的觀
念，應盡快讓他們入土為安，是為對英烈的尊
重。
建議提出，國家應盡快以高規格接回374具

陣亡將士遺骸；同時與緬甸政府協商，在緬甸
全境展開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遺骸尋找工作，
及籌建無名英烈DNA信息庫，方便幫助遺骸
尋回親人。建議認為，如政府直接參與存在障
礙，可通過支持民間機構的方式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

王敏剛促建DNA庫 助遠征軍骸歸

胡曉明在訪問中強調，香港的大學校監制度合情合理，並強烈質疑
彭定康的說法：「城大一半是政府資助，另一半是自負盈虧的課

程，你怎可不給『金主』參與？至少參與都要有佢份。」
他以城大為例，指由回歸到現在，由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以至

梁振英，都看不到特區政府干預城大校政。
「我們邀請他（梁振英）出席畢業禮、籌款答謝宴、大樓命名典禮剪
綵、國際會議外，他完全無干預什麼。反而我們要他幫手很多，籌款做
很多。有時他出句聲，或在禮賓府請餐飯，就已經很不同。」
被問及外界似乎不知道梁振英在背後為城大籌款，胡曉明說：「他出
很多力幫我哋，但有啲嘢做咗就算了，你（記者）問到我咪講囉。」他
續說，「外面已經講我係『梁粉』，我講這些話不太合適，以為我當然
會讚他，但對得住天地良心，是否『梁粉』也好，外面現在不是針對他
做校監，而是針對他這個人，對人不對事，這個已經很不公道。」

無「操控」學者 罪名莫須有
針對彭定康所謂香港院校的言論自由受「威脅」，胡曉明回應說，

就本港學術界而言，梁振英的學術地位還未至於可以影響到學者，所
謂梁振英任校監就會「操控」學術界是莫須有的罪名。
他進一步指出，辦大學教育涉及不少經濟原則，要申請資助研究，要
看有無人支持你，然而，「特區政府對院校的撥款資助，特首有無可能
管得這麼細，當中有局長、副局長，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RGC（研究資助局）。特首一個人能否影響這麼多人？可能性很低很
低。大家要有思考能力。」
包括城大在內的八大院校教職員，正計劃於本月底舉辦聯合「公投」，
要求逾2.5萬名職工就應否「約束」特首校監權力表態。胡曉明說，暫時
沒有收到城大教職員或學生就校監制度事宜的意見，若到時有關組織提
上「公投」結果並要求回應校監制度時，他會先看看問卷設計有否影響
結果，其次會注意投票率和代表性。不過，屆時最重要仍在於如何溝通。

城大學生會刊物《城大月報》去年多期涉
「港獨」專題，被問到大學學術自由會否令大
專院校變成「港獨」溫床，胡曉明在訪問中表
示，他今年在全國兩會提交的3項建議之一，就

關乎學術自由。
他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但「港獨」關乎國家安全和國

土完整，這不但是特區政府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是國家民族問題。
胡曉明強調，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希望學生知道言論自

由、學術自由的底線。他認為大學生表達意見但要知後果，「他們
（大學生）全部18歲，拿成人身份證，要為自己言行負責，分清什麼
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 ■記者 鄭治祖

望學生懂「自由」底線

年年約學生傾偈 不怕校董會「現激」
■■胡曉明表胡曉明表
示示，，特首任特首任
校監合情合校監合情合
理理。。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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