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公校拒雙非童 家長集體告教局
要求恢復取錄 局方稱有關政策涉及面廣仍需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何花 深圳報道）

深圳跨境港童數量連年攀升，求學道路愈加艱

難，一方面赴港求學競爭激烈，路途遙遠，另一

方面深圳公立學校拒收，只能入讀昂貴或師資較

差的民辦學校。14個在深的雙非學童（父母均不

是香港人的學童）家庭今年4月起訴深圳教育局不

作為，要求放開港籍學童在深申請公立學校的

政策。案件昨日開庭。深圳市教育局方面表示，

家長的訴求已經了解，有關事項仍需協調，但涉

及面廣，政策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案件昨日（29日）在深圳鹽田區
法院第二審判庭開庭。有當事

家長則表示，即使政策放開，也未
必隨時回到內地就讀，起訴只是希
望爭取合理的權利。
官方數據顯示，多年來父母雙方或
父母一方非香港居民在港生育的子女
已有20多萬；而此前深圳市外事
（港澳）辦公室與綜合開發研究院
（中國深圳）聯合課題研究獲得的數
據表明，深圳跨境學童2015年已達3
萬人，總量高峰值於2016年至2018
年將升至6.5萬至8.5萬人之間。學童
數量激增大大加劇學童們的求學矛
盾，尤其是雙非學童，他們的家庭在
深圳，融入香港更加困難。

家長：納稅人子女應享免費教育
「女兒每天早上6點起床，8點左
右才能到學校，下午3點半放學，6
點多才能到家」。當事人之一張先
生（化名）表示，女兒在港讀一年
級。自己住在口岸附近，仍覺得上
學路實在太辛苦。與香港文化格格
不入也是張先生希望女兒回流的一
大原因，因為每次參加家長會都是
一大難題，不懂粵語的他難以與老
師溝通。
孩子上學放學時間太長，沒有時

間玩，讀了3年幼兒園，沒有香港朋
友。張先生氣憤地表示，夫妻兩人
一直在深圳工作、納稅，但女兒卻
不能享受深圳的義務教育，「廣東
除了深圳之外的城市公辦學校都願

意接收港童，深圳非深戶籍的學童
都可以申請公辦學校，港澳籍卻不
行。」
另一名當事人何女士（化名）則

表示，不願意讓女兒長途奔波，一
直在內地讀書。但內地私立學校學
費昂貴，有的學校師資則比較差，
經常換老師。因沒有較好的選擇，
無奈送至東莞的學校求學。

局方否認美籍學童可入讀公校
據悉，早在2012年9月，深圳市
公辦學校對港澳籍生的報名政策開
始收緊。何女士表示，家長們此前
多次向官方表達意見，她向記者出
示了一份9月21日深圳市教育局的
回覆函件，當中表示，深圳市積極
採取多途徑解決港籍適齡兒童入讀
中小學的問題，目前港籍童可以申
請入讀深圳的港人子弟學校、民辦
學校，民辦學校還設有港人子弟辦
等。關於港籍適齡兒童入讀公辦中
小學的問題，相關政策涉及面廣，
影響人員多，有關政策研究工作正
在進行中。
一名出席庭審的深圳教育局相關

人員對記者表示，對於家長們的訴
求，教育部門已經知曉，這個問題
不是簡簡單單就可以解決，關於是
否公立學校可以放開接受港澳籍學
生的政策正在研究之中。至於部分
家長反映的美籍等外籍學生可以申
請入讀公辦學校，並沒有相關政
策，只是一些家長片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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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望賢、何花 整理

政策

就近入學

父母在深圳連續居住1年以上
可以試用積分入學政策，可申
請公立學校

港澳籍、外籍學生僅能申請私
立學校；台灣籍學生可申請深
圳公立學校；父母在深圳必須
租房或購房，外籍兒童必須提
供父母在深工作證明

只能就讀私立學校、港人子弟
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李望賢
深圳報道）港童家庭集體起訴深圳市教
育局案件在深圳港童家庭中引起巨大反
響，除了當事人，還有數十名家長前往
庭審現場。「我們只是盼着孩子有一個
正常的童年，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有伴一
起玩，有人一起學習，不用感受到被孤
立。」在鹽田區法院的門口，許多家長
聚集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述說着孩子小
小年紀就不得不承受超過同齡人的辛
苦，忍受着沒有夥伴的孤單和無法融入
港人學校的辛酸。

港教育受認可 部分未必回流
一位家長告訴記者，女兒是在國家放

開二胎政策之前生的。自己年紀大了，
一直希望有二胎，當時在深圳，臨近香

港，剛好香港那邊又歡迎內地人去，便
選擇了赴港產子。「在2012年之前，
港澳籍兒童在深圳還可以申請入讀公辦
學校，當時真的沒有想到政策會突然間
變化。」
另一名家長表示，小女兒在港出生之
後，由於丈夫外派歐洲，舉家在歐洲居
住2年，入讀英國學校。回國後，考慮
到與原來的英式教學銜接，便讓女兒到
香港讀書。但北區報名太過激烈已經難
以入讀，最終考到沙田馬鞍山的學校。
每天5點半起床，晚上5點多才到家，
還有8份家庭作業。讀了一年，女兒臉
色發青，毅然決定回到深圳。
不過他們認為，香港教育質量普遍

受到認可，即使放開政策，相信也只
有小部分學童會回流。

家長：只盼孩子有正常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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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人們在享受信息流通便利的同時，

也面臨着「數據裸奔」的風險。如何織牢信息安全

保護網，保障個人信息不被洩露和非法使用，成為

關乎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

倒賣信息形成黑色產業鏈
買傅園慧身份證號加送胡歌證件號，300元打包

出售明星個人信息，包月可獲取航班信息系統查詢

權限……近日，媒體曝光了網上倒賣公民個人信息

的黑色產業鏈，令人觸目驚心。據報道，在微博、

QQ群、網絡論壇等平台，很容易就能找到兜售個

人信息的賣家。除了「零售」和「打包」，這些賣

家還招收二級代理，「我用最低的價格賣給你，你

賣出去多少錢就看你自己了。」一名倒賣明星信息

的微博博主說。

「內鬼」頻現折射監管漏洞
今年4月，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整

治網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專項行動。截至目

前，全國公安機關網絡安全保衛部門累計查破刑事

案件1,200餘宗，抓獲犯罪嫌疑人3,300餘人，查獲

信息290餘億條，清理違法有害信息42萬餘條，關

停網站、欄目近900個。在已經抓獲的犯罪嫌疑人

中，來自銀行、教育、電信、快遞、證券、電商網

站等行業內部人員達到270餘人。一些大案要案中

「內鬼」頻現，折射出相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在公

民個人信息安全監管方面存在明顯的漏洞。

多方合力保障信息安全
「維權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這是公民個人信息洩

露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

士生導師洪浩指出，對於涉事單位和個人的行政、司

法追責不夠嚴厲，沒有產生強有力地震懾作用。

「行政機關應當加強監管力度，綜合運用制度和

技術手段，從源頭上遏制信息洩露。」中國人民大

學法學院副教授李立眾指出，「出了事不僅是揪出

幾個內鬼，而要全面反思內控機制的漏洞，追究有

關部門的監管責任。

這樣一來，才能促使

有關部門和企業真正

重視公民個人信息的

保護。」 ��

因版面調整，「兩地融通」版今日暫停。小啟：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9日在北京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
劃（2016-2020年）》。據中新社報
道，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勞
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達到
10.8年。

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
行動計劃提出，要推行勞動者終身
職業技能培訓制度。開展貧困家庭子
女、未升學初高中畢業生、農民工、
失業人員和轉崗職工、退役軍人和殘
疾人免費接受職業培訓行動。到2020
年，累計培訓農民工4,000萬人次，
基本消除勞動者無技能從業現象。
為此，要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和制度
建設。修改職業教育法，逐步分類推
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實施國
家基本職業培訓包制度。中國將大力
發展繼續教育。

城鎮新增就業5千萬以上
實現比較充分和高質量就業成為新

的目標。對就業困難人員實行實名制
動態管理和分類幫扶，做好「零就
業」家庭幫扶工作。實現城鎮新增就
業5,000萬人以上。
此外，嚴禁各種形式的就業歧視，
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規範
企業裁員行為，保障非正規就業勞動
者權益，嚴格規範企業實行特殊工時
制度的適用管理，依法加強對勞務派
遣的監管。

實現人均預期壽命增1歲
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實現
人均預期壽命增加1歲。要促進基本
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提升基層醫療
衛生服務能力、加強重大疾病防控、
保障用藥安全。打造30分鐘基層醫

療服務圈。
此外，要將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
降低10%。

中國還將繼續實施全民參保計劃。
加快推進基本醫保全國聯網和異地就
醫結算。

中國力爭2020年人均受教育達10.8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廣播電視
規劃院官方微信公眾號消
息，昨日下午，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黨組召開總
局幹部大會，中組部常務
副部長陳希、中宣部常務
副部長黃坤明出席大會。
會議宣佈：聶辰席任中宣

部副部長、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黨
組書記、國家版權局局長。蔡赴朝不再擔任
中宣部副部長、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
長、黨組書記、國家版權局局長。
聶辰席，1957年7月生，此前擔任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中央電視
台台長。

聶辰席
任廣電總局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

商務部部長助理張驥昨日在北京指出，今年
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降幅持續收窄，外貿
發展保持回穩向好態勢。但需要清醒地看
到，中國外貿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與發
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互補優勢沒有改
變，外貿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加快的趨勢沒
有改變。總體看，全年外貿形勢依然複雜嚴
峻，實現外貿回穩向好的目標仍需付出艱苦
努力。

新動能積聚 保持向好態勢
張驥表示，隨着國家促進外貿回穩向好政策

措施效果逐步顯現，中國外貿進出口降幅持續
收窄，結構進一步優化，新的發展動能正在積
聚，外貿發展保持回穩向好態勢。但也要清醒
地看到，全年外貿形勢依然複雜嚴峻，下行壓
力加大，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

張驥分析，全球貨物貿易增速連續4年低於世
界經濟增速，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在持
續顯現；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中國傳統競爭優
勢弱化；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放緩，產業和訂單
向外轉移加快；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國內需求
疲弱，進口動力相對減弱。
「總的看，外貿形勢仍不容樂觀，新面臨的
困難不是短期的，實現全年外貿回穩向好的目
標仍需付出艱苦努力。」張驥說。

加強部門配合 擴大新業態試點
張驥指出，為實現外貿回穩向好的目標，本

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出台了16個支持外貿發展
的政策文件，下一步，商務部將加強部門協同
配合，努力打通政策落實「最後一公里」。目
前，商務部正在抓緊研究加工貿易差異化政
策，開展並擴大跨境電子商務、市場採購、外
貿綜合服務企業三種新業態試點。

商務部：外貿仍嚴峻 回穩存挑戰

■聶辰席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勞動年齡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達到10.8年。圖為山西一所職業中學學生在練習車工操
作。 資料圖片

■■深圳灣口岸的跨境學深圳灣口岸的跨境學
童排隊過關童排隊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涉案家長昨日走進鹽田區涉案家長昨日走進鹽田區
法院法院。。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涉事家長出示深圳教育部涉事家長出示深圳教育部
門回函門回函。。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