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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高票當選 致力開創新局
-今 日 香 港

一周時事聚焦
界，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聚力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促進社會穩定和
諧，努力開創新局面。
3.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當特首
一向困難，而其團隊很重要。他
們日後能否獲得香港市民支持，
並非靠上任時的氣勢和民望，而
是上任後如何與持不同意見者溝
通。
4. 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過去四五年社會怨氣多、
紛爭大，再加之雙方均採取激烈
的立場。新一任特首有心服務市
民非常重要，希望能令社會更加
和諧、團結、做到上下一心。

新聞撮要

特首選舉上周順利舉行，林鄭月
娥在首輪投票中即以 777 票，擊敗分
別獲得 365 票及 21 票的曾俊華及胡
國興，成為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人選。
■節自︰《林鄭大勝 777 高票當
選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3-27

持份者觀點

-

1. 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我會透過
實務去證明，不同的聲音是可以
互相尊重，一起解決問題、逐漸
修補撕裂。這項工作絕不容易，
未來政府亦將會有很多其他同樣
甚至更加艱巨的工作。我們盡量
先易後難，也要聰明一些，結合
政府、公民社會以及民間的力
量。
2.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負責人：祝
賀林鄭月娥當選，希望她帶領特
區政府，廣泛團結香港社會各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
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2. 有人認為下屆政府比本屆政府面
對更多挑戰，你認同嗎？試解釋
你的答案。

全球化
碼要到明年底，才能就細節等達成
協議。

新聞撮要
英國和歐盟 44 年的「聯姻」終於走
到盡頭，首相文翠珊簽署信件啟動
《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由英駐歐
盟大使巴羅上周親手交給歐洲理事會
主席圖斯克，象徵為期兩年的脫歐程
序正式啟動。
■節自︰《四十載英歐情一紙了
斷》，香港《文匯報》，2017-3-30

多角度思考
1. 英國脫歐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2. 有人認為英國脫歐會導致歐盟解
體，你同意嗎？
3. 有評論指英國脫歐代表全球一體化
是不可能的事，你如何評價此看
法？

持份者觀點

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由 1,2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出，候選者需要得到超過 600
票方可當選，當選後還需要由中央政府任命，才可就任成為行政長官。

黑心肉禁入口 全球恐鬧雞荒

新聞撮要
巴西早前爆出「黑心肉」風波，全球多
國紛紛對巴西肉類下達進口禁令。基於巴
西是全球最大肉雞出口國，加上第二大肉
雞出口國美國最近爆發禽流感，令須依靠
進口來維持肉雞供應的國家及地區，隨時
鬧上雞荒。
■節自︰《巴西「黑心肉」風波 全球
恐鬧雞荒》，香港《文匯報》，
2017-3-25

持份者觀點
1. 食安中心顧問醫生何玉賢︰現時按規
定，巴西肉類不能進口，業界可以選擇

將肉退回巴西又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包
括銷毀。
2. 阿根廷雞肉生產商 Cresta Roja︰計劃
增加運送雞隻到亞洲，並表示預期能將
出口數字，由目前佔生產量的 15%，到
6月增至25%。
3. 市民︰若香港不能進口巴西肉類，擔心
食物價格會上漲，加重負擔。

多角度思考
1. 為什麼巴西「黑心肉」風波會影響全
球？
2. 本港停止進口巴西肉類，會引致什麼問
題？

■ 巴西
巴西「
「 黑心肉
黑心肉」
」 風波影響香港的凍肉
供應。
供應
。
資料圖片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英國駐歐盟大使蒂姆·巴羅
巴羅（
（左）將
脫歐信件交給圖斯克。
脫歐信件交給圖斯克。
資料圖片

能源科技與環境
熄燈一小時 宣揚愛地球
新聞撮要
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全球最大型環
保行動「地球一小時 2017」，香港上
周有逾 5,600 間公司、機構及大廈參
與，包括中聯辦大樓及多個著名地標
建築物如青馬大橋等（見圖）。「幻
彩詠香江」亦暫停一晚以表支持。
■節自︰《「詠香江」停一晚 熄燈
幫地球》，香港《文匯報》，
2017-3-26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環境局於本年
初已發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載述本港減少碳排放的新
目標，以及為達到目標而共同制訂
的計劃。
2. 中聯辦︰與香港各界人士一樣，支
持共同抵禦全球氣候變化的行動，

關愛共同居住的地球與香港。
3.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董事委員
會 主 席 何 聞 達 ︰希 望 透 過 今 次 行
動，喚起社會各界關注氣候變化，
支持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鼓勵大家
實踐低碳生活，減輕地球負擔，共
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多角度思考
1. 熄燈一小時與碳排放有什麼關係？
2. 有評論指香港的光害問題嚴重，你
認同嗎？光害會引致什麼問題？
3. 有人認為香港應該加強減碳措施，
你認為可以從哪方面入手？

通識把脈
■洪昭隆 天主教培聖中學通識科教師及公民教育統籌
「一帶一路」是中國近年對外發展的外交
政策，也是貫穿通識教育科各大單元的一個
重要議題。本科的課程文件就明確提出，同
學需要掌握中國政府秉持的外交原則，並在
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了解中國參與國
際事務的情況。同學在處理「一帶一路」議
題時，宜從不同層面作出分析。

跨國經濟合作概念
「一帶一路」全名是「絲綢之路經濟帶」

星期一

■林鄭月娥高票當選
林鄭月娥高票當選。
。

公共衛生

英歐終分手 問題未解決

1. 英國首相文翠珊︰會努力避免談判
破裂，希望與歐盟建立深厚而特殊
的安保和經濟合作。
2.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已開
始懷念英國，未來艱難的談判只為
減少雙方所承受傷害。
3. 歐盟首席談判專員巴尼耶︰希望可
以在今年底前，與英國就雙方公民
未來地位達成初步共識，但承認起

知多點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年輕無
「父幹」置業永無期
新聞撮要
香港樓價高企，愈來愈多年輕人要靠父
母資助才能置業，英國的情況也不遑多
讓。英國社會流動委員會（SMC）一項最
新研究顯示，在英格蘭 25 歲至 29 歲的首
次置業年輕人中，多達 34%需依靠父母財
政資助才能「上車」，比率是歷來最高，
遠高於 2010 年的 20%。委員會指出，在
樓價攀升至難以負擔水平下，缺少父母資
助的數以百萬計低收入青年，置業成為遙

現代中國

不可及的夢。
■節自︰《英「上車靠父幹」比率急
升》，香港《文匯報》，2017-3-28

2. 報告主要作者桑德森︰增建公屋、規管
規劃發展程序及推行協助置業政策，才
是促進社會流動的良方。

持份者觀點

多角度思考

1. 社會流動委員會主席苗易彬︰目前樓價
高企，沒有父母資助的低收入青年，幾
乎不可能置業，將加劇房屋市場的不平
等情況，年輕一輩無法藉置業向上流
動。

1. 對於「成功靠父幹」的說法，你同意
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2. 有人認為樓價過高，將導致年輕人無法
藉置業向上流動，影響社會流動性，你
如何評價。

北京控人口 破解
「大城病」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北京市規劃國土委上周發佈《北京城市
總體規劃（2016 年-2030 年）》草案。草
案提出，城鄉建設用地規模到2020年減至
2,860 平方公里左右，2030 年減至 2,760 平
方公里左右。此外，到2020年，北京人口
規模控制在 2,300 萬人，着力破解「大城
市病」（指大城市裡出現的人口膨脹、交
通擁擠、住房困難等「症狀」）。
■節自︰《京控人口規模 3 年限增百
萬》，香港《文匯報》，2017-3-29

1.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方迪經
濟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趙弘︰北京「大
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長過快、
城市規模過大，在很多方面出現總需求
大於總供給的矛盾。
2. 內地網民：未來北京人口大疏解，外地人
申請居住證可能會比申請美國綠卡還難，
到時將何去何從？一晃已經30歲出頭，無
房無戶口的我經過數月的內心鬥爭，決定
選擇去一個二線城市置業發展。

3. 內地網民：京津冀社保一體化，按照京
津冀整體收入計算平均工資、社保、退
休工資。同時，京津冀公司註冊、稅
收、補貼等全統一，那麼就會有大批企
業外遷，達到人口疏解效果。

多角度思考
1. 你 認 為 是 什 麼 導 致 北 京 的 「 大 都 市
病」？
2. 承上題，你認為可以怎樣解決這個問
題？

「帶路」貫穿課程 掌握外交原則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出的跨國經濟合作概念。這些國家的
總人口約 44 億，經濟總量約 21 萬億美元，
分別佔全世界的63%和29%。特別之處是，
「一帶一路」需要多國協作和商議，透過中
國主力倡議的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開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的經濟合作。
「一帶一路」策略上中國打算投入 400 億
美元資金，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

星期二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基礎設施，包括修建道路、鐵路和港口。以
非洲東岸為例，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
都有利中國的投資。如蒙巴薩與內羅畢之間
的蒙內鐵路就正由中國承辦，將於今年 6 月
試行，未來更計劃延伸至東非各國。

計劃除了為中國增加在世界的影響力之
外，對中國亦有好處，例如與中亞地區的交
流，可以帶動經濟實力較薄弱的西部地區，

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合作方向包括中
國西部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在建立對外
商貿連繫的同時，推動中國邊境的口岸設施
建設，便利國際運輸、區域通信以及文化交
流。
香港在「一帶一路」政策下亦同樣受惠，
在去年已設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一帶一
路」督導委員會，規劃香港在金融服務、貿
易、旅遊、教育等多方面的政策。
「一帶一路」計劃可以讓香港在全球經濟

星期三

星期四

帶動中國經濟發展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活動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促進本地經濟發
展。在文化交流的層面上，香港亦設立 10
億元獎學金，鼓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
生來港升學，也讓本港青少年進一步了解跨
地域的文化情況。
但是，政策同時引發了各國對中國發展的
關注，特別是美國，既與其重返亞洲戰略有
衝突，亦擔心中國影響力擴張，因此美國對
南海局勢更為留意，甚至介入南海爭議，這
些都可以視為對「一帶一路」計劃的阻礙。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