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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盆菜宴街坊義工同樂

協助傳媒採訪 警聯絡隊屢建功

新組代樹管組 做好城市林務

學制欠銜接 科技人才現斷層
徐立之盼改教學方案 免高中缺支援大學「追得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區重建局行
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指今年將於油麻
地及旺角進行為期兩年的規劃研究，涵蓋重
建、復修、保育、活化及「改造重設」原則，
並增設「地方營造」，即在都市更新過程中加
入其歷史元素，重塑該區獨特形象，如中西區
及灣仔區重建活化項目。他期望油旺發揮示範
作用，引領舊區全面有序地發展重建、復修、
保育和活化，。
韋志成表示，市建局過去曾在小社區嘗試推

動「地方營造」，幾年前曾與政府部門及區議
會合作，把灣仔街市、利東街、電車路和昌大
押等項目，與前灣仔郵政局、北帝廟、洪聖廟
等多項歷史建築物，構建出「灣仔歷史文物
徑」，探討區內文化與歷史，提升灣仔地區形
象。中西區有表彰辛亥革命歷史的百子里公
園、中環街市、永利街等，它們都記載了中區
獨有糅合中、西歷史文化的地方。

韋志成：近年新趨勢
他表示，「地方營造」是近年城市發展新趨

勢，如新加坡濱海灣和韓國清溪川，都為人所熟
悉。他認為，香港具有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有推動「地方營造」的利好條件。他期望在油旺
這個涉及212公頃大範圍的地區規劃研究中，把
「地方營造」充分而又具成效地實踐出來，給油
旺帶來更具當區特色的「地區形象」。
韋志成指，油旺是充滿活力、蘊含林林總總

社區生態的地區，當中有些刻畫社區特色的地
標，例如水果批發市場果欄、玉石市場、女人
街、廟街、「金魚街」、花墟等，均令油旺區
有其自身地方特色。他指市區更新不單只是硬
件改造，更重要是要讓生活在社區的市民感受
到他們居住地的獨特性和活力，推動社區及經
濟長遠發展。

油旺「地方營造」
彰顯果欄特色

徐立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本港
高中及大學對理科科目銜接不足，令

本港出現科技人才斷層。他解釋，新高中學
制下，大學入學要求着重學生中、英、數、
通識四科必修科目成績，「至少要3322，令
學校與學生都催谷4科，但其實3322未足夠
入大學。」
他表示，這情況令學生較少時間投放到

選修科目，也較少人報讀高等科學及理科
等學系。他續說，就算有學生選讀高等科

學，但科學要循序漸進學習及持續思考，
學生高中時缺乏支援，到大學「會追得好
辛苦」。
他補充，本港小學及初中期間，數學及其
他學科訓練很好，有專業人士稱讚香港部分
小朋友對數學有天分，但因為高中及大學銜
接不足，出現人才斷層。
他表示，文憑試已實施一段時間，是時候
檢討，而他亦曾就此跟教育局及考評局溝
通。

倡減4核心課程比重
徐立之建議中學減低 4科核心課程比

重，並曾就此向眾多中學校長查詢，收回
逾百份問卷認為方法可行，但仍要各方進
行深入討論，大學也要有機制做技術轉移
及下游發展。他續說，學生不要追隨社會
主流需求而一窩蜂去報讀相關學系，「不
希望畢業後好似餅印咁去服務社會」，要
以興趣為先。

創科園可吸人才回流
被問到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發展，徐立之指，香港科技人才不多，
園區不但吸引外國高科技公司來港設置中心
外，更可以吸引到內地或外國發展的港人回
流，直言不少高科技人才都在香港接受教育
及訓練。他續說，未來是科技帶動新經濟社
會，香港離不開此發展模式，相信園區發展
對香港有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落馬洲河套區用地及業權爭議

拉鋸逾十年後，香港及深圳兩

地政府終達成協議及簽署備忘

錄，把河套區業權歸香港完全

擁有，共同發展河套區成「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港科院創

院院長徐立之表示，發展園區

後，相信有助培育本地科研人

才，更會吸引外國公司來港發

展創新科技，以及吸引人才回

流，認為園區並非只令深圳得

益。不過，他指現時本港科技

人才出現斷層，建議中學修改

教學方案，培養學生科研知

識，培育更多人才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年宵是年輕人
發揮創意的地方，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
會今年再推出「年宵達人大比拼」比賽，資助
青年於花墟公園年宵市場實踐理想，經營生
意。今年4隊學生隊伍從20多隊參賽隊伍脫穎
而出。委員會主席顏汶羽指，期望他們施展渾
身解數，於春節寫下創業故事。

「大龍鳳」隊冀傳承獅山精神
顏汶羽表示，近年不少年輕人及學生透過年

宵、市集等活動，一嚐創業滋味，是次比賽共
有20多隊參加，委員會選出4隊，包括「雞
記」、「宵小笑」、「大龍鳳」及「雞籠入
水」。其中，「大龍鳳」隊期望傳承獅子山精
神，因此出售文化產品，也有「超越懷舊」的
懷舊產品，旨在結合傳統與現在。
至於「宵小笑」是來自天水圍一間中學的學

生，他們以廣東話諺語為主題，設計獨一無二
的袋子。負責同學表示，「宵小笑」是「食住
廣東話九聲入面的三聲而命名」，「宵」顧名
思義是年宵、「小」是指顧客對象是年輕人，
而「笑」便是希望所有到場的人有一次開心歡
喜的經歷。
今年農曆年是雞年，多個攤位以「雞」做主

題，如「雞記」由大專生組成，期望以「大專
雞」夢想氣球，一方面「出售」夢想，一方面
尋找夥伴。名為「雞籠入水」的攤檔，由九龍
城區中學生、大專生及在職人士負責。代表
說，「雞籠入水」期望大家2017年發小財，
過豐盛肥年。他續說，籌備過程中，他們學到
了經營生意知識、學習與人相處技巧、拓闊個
人生活經驗，期望大家未來繼續向夢想拚博。

「年宵達人」雞年再激鬥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辦「2017
年宵達人大比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警方及
傳媒在公眾活動現場各有職責，警方因而
在前年12月成立「警察傳媒聯絡隊」，
希望加強彼此溝通。身兼聯絡隊主管的警
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謝振中日前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聯絡隊職責是在不影響行
動的大前提下在現場協助傳媒採訪，從而
希望提高警方處理案件透明度及滿足市民
知情權，形容角色類似「調解員」，平衡
前線警員及傳媒需要。
「警察傳媒聯絡隊」前身早於2005年
香港舉行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期間成
立，當時成員主要來自警察公共關係科，
及後警方在各總區招募合適人員並成立總
區聯絡隊，2012起在各公眾活動協助傳
媒，現時聯絡隊編制下設總部聯絡隊及6

支總區聯絡隊，共有150名自願兼任職務
的隊員，包括20名後備隊員。謝振中
指，與過去最大分別是由中央調派人手，
可以作更快速調動。
傳媒關係組總督察謝于毅負責統籌聯絡

隊出勤和訓練，指當中曾舉辦半天訓練
營，其中一個環節由隊員模仿記者工作，
讓他們感受前線記者壓力，如被上司催促
匯報事發現場最新情況或提交稿件，希望
隊員知道記者需要，從而予以協助。
謝振中分享指，曾在一宗開槍事件中到

現場執勤，指當時探員可能因為想盡快破
案而忽略傳媒需要，自己因而擔起顧問角
色，指當日警方凌晨5時開始在現場調
查，經協調後早上9時未調查完畢情況
下，便安排探員見傳媒，以提供更快、更

準確的資料，以及更佳的拍攝證物位置。

或增後備隊員迎挑戰
前年聯絡隊共出勤83次，當中70%是

集會、示威等公眾活動，其餘則是嚴重罪

案及保安事故，今年是回歸20周年及特
首選舉年，可能會有更多公眾活動。被問
及聯絡隊會否增加人手，謝振中指，整個
警隊在面對今年挑戰，有機會或增加後備
隊員。

■「警察傳媒聯絡隊」會在不影響行動的大前提下協助傳媒採訪。 莊禮傑 攝

發展局日前
成立「城市林

務諮詢小組」，以取代過往的「樹木管理
專家小組」，期望更廣泛地、更有效地做
好香港林務諮詢和工作。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昨日發表新一篇《局長隨筆》，介紹
「城市林務諮詢小組」工作和組成。他期
望市民和各持份者就城市林務政策和措施
提供寶貴意見，把香港建造成環境更優美
和更安全的城市。
陳茂波以「發展城市林務 共建優質環境

景觀」為題撰寫最新一篇《局長隨筆》，
指香港人煙稠密、地少人多，城市中人與
樹木的關係愈來愈密切。他表示，當局多
年來不斷努力充實和提升香港園境及樹木
管理，「為了締造一個更宜居和可持續的
城市環境，我們需要把城市林務的概念和
原則融入城市設計及發展項目之中，推動
更全面的綠化，並以務實的態度制訂、規
劃及監管綠化和樹木管理措施，因而成立
了新的諮詢小組。」
他表示，城市林務涉及很廣泛的範圍，

不只限於樹木管理層面；發展局工務科轄
下的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現正制訂城
市林務策略，目的是訂立策略性框架，以
全面、可持續及長遠的方式管理本港城市
園境資產。「諮詢小組」日後會就古樹名
木、石牆樹及被認定具特殊意義的樹木等
管理政策和實務運作提供專業意見，更會
就城市樹藝、城市生態、城市園境等方面
政策以及管理策略向發展局提供意見。

陳茂波：更全面和多元化
「諮詢小組」會在具體及可量度框架下，

就城市林務研究及發展工作，以及在推動相
關行業技能提升方面提供專業意見。陳茂波
指出，「諮詢小組」工作較以往「樹木管理
專家小組」更全面和多元化。
陳茂波續說，鑑於外國及內地城市林務

管理早年已開始發展，累積多年經驗及研
究成果，當地專家及專業人士意見很值得
香港參考。「諮詢小組」成員包括中外及
本地專家、專業人士及持份者。
他說：「他們在各自相關的範疇都有豐富

的知識和經驗，並得到業內人士的認同，當
中包括城市生態學家／生態復修學家、城市
林務經理、樹藝師、森林病理學家等，相信
他們可以擴闊我們在這方面的視野、豐富我
們的知識，有利於我們為未來制訂更完善的
政策。」當局會善用專家到港出席會議時間
舉辦講座，與香港專家和從業人員交流知識
經驗，提升業界水平。

訂政策定聆聽各界意見
考慮到現時香港不少生長在斜坡上的樹

木以及石牆樹，陳茂波指，當局邀請土力
工程師加入「諮詢小組」，以提供結構安
全方面的專業意見。 他指出，自「樹木管
理專家小組」2011年成立以來，各成員為
政府樹木管理工作提出多方面專業意見，
貢獻良多。他強調，政府日後制訂林務政
策和措施時，不會局限徵詢「諮詢小組」
意見，定會小心聆聽本港業界人士及相關
範疇專家、持份者意見，以求把工作做到
最好、在吸納國際良好做法的同時，亦切
合本港實際情況。 ■記者 聶曉輝

■在各區行人路旁種植樹木，有助
綠化環境。圖為大埔太和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月底便是農曆新年，經
民聯昨日舉辦「新春盆菜宴暨義工嘉許禮」，經民聯成員
聯同全港各區近3,000名街坊慶祝新春。經民聯主席盧偉
國表示，感謝市民及義工支持，令該黨於去年立法會選舉
獲得好成績，他們會繼續為本港發展努力，期望今年本港
回復和諧。
多名經民聯成員昨日均出席活動，包括經民聯監事會主
席林建岳、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及梁美芬等；中聯辦九龍
工作部部長何靖、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有
出席。

盧偉國：立選取佳績 謝市民支持
盧偉國致辭時表示，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中，經民聯7
張名單全部當選，是次活動旨在答謝一直支持經民聯的街
坊及默默耕耘的義工。他又指，經民聯以工、商及專業為
背景，選舉結果顯示他們亦可貢獻地區，工商及專業團隊
一樣「貼地」。
他續說，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也是經民聯成立第

五年，雖然經民聯是較年輕的政黨，但會繼續以工商帶動
經濟、專業帶動民生，以及特別重視青年及地區工作。他
又希望今年香港回復和諧，大眾一起努力為本港創未來。

梁美芬與成員似「雪姑七友」
梁美芬表示，今年盆菜宴別具意義，適逢香港回歸20周
年，香港恰似慢慢成長的年輕人，很有想法追求未來理想。
她又說，今年是她從政第九年，感謝義工過去多年對她的支
持，又指專業人士走入地區不易，但慶幸有街坊支持。
她又以「雪姑七友」形容自己與黨內其餘六名議員的關
係，大家十分團結，面對問題時，小至地區事務，大至海
濱規劃等，黨內有商業及專業人士背景的人員均義不容辭
支持她。活動上，一眾經民聯成員為市民表演，盧偉國更
與民同樂，以色士風演奏《獅子山下》，場面熱鬧。

■經民聯與
近3,000名
街坊慶祝新
春。
莫雪芝 攝

■經民聯舉
辦「新春盆
菜宴暨義工
嘉許禮」。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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