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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代：「一地兩檢」令經濟多元

港生試穿航天服 未升空已興奮

「熱狗」煽恐嚇法官涉犯法
鄭錦滿fb上載楊振權照片 引網民留言詛咒半身不遂

205文憑生成功「翻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日在特區政府駐
京辦會見傳媒，總結此次訪京
之行。被問及會否安排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訪問內地，他表
示，「皮球不在我方」，要視
乎議員的意願。他強調，特區
政府會繼續與不同黨派議員溝
通，了解他們的意願。任何有
助促進不同黨派議員對內地和
中央政府的了解和溝通，特區
政府都樂意協助，中央也有此
意願，認為溝通交流一定是好
事。

未與內地部委商林子健案
談及特區政府就舉行立法會

補選的部署，他說，已向內地
相關部委通報和討論，但由於
相關法律程序正在進行，要待
相關程序完結後，才可按情況
舉行補選，目前未有具體安
排。至於林子健案，聶德權指
目前警方仍在調查，是次訪京
並未與內地部委討論林子健案
件。
聶德權此行於14日抵京，

15 日先到訪特區政府駐京
辦。他表示，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的活動在北京和其
他省市的反應十分熱烈，讓內
地更了解香港。他說，未來駐

京辦將加強與內地雙向溝通工作，包括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發展，聯合貿發
局同旅遊局推出宣傳香港的活動。

大灣區發展 徵業界意見
聶德權此行亦前往中關村參觀支持青年

創新創業的機構，並與在京港人會面，了
解他們在內地的生活、工作、求學等現狀
和遇到的問題。聶德權說內地部委和機
構，正研究推出方便港人在內地讀書、就
業和生活等措施，由於措施有不同複雜
性，部分涉及法律程序，將以先易後難的
原則推出。他透露，相關政策局會在未來
兩星期至三星期，就大灣區發展規劃徵詢
業界意見，再向國家發改委反映。
聶德權也禮節性地拜會了外交部、國台
辦及港澳辦，並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國務院港澳
辦副主任黃柳權等官員會面，期望日後能
加強聯繫。這是聶德權就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後首次到訪北京，他結束訪京行
程後於昨日傍晚啟程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JUPAS）今日公佈文憑試考
生因成績覆核而重新獲考慮入學申請的遴
選結果。本屆335名申請覆核的考生中，
有205人的派位獲得「升呢」，當中有51
人原本在遴選中未獲任何取錄，經覆核後
「失而復得」，獲八大、公大或SSSDP
「資助計劃」的學士學位課程取錄。申請
人若接納新的派位結果，須於今天下午5
時前繳交5,000元留位費。

本「名落孫山」終可升大
覆核結果於今日上午9時起公佈，各申

請考生可登入其大學聯招賬戶查閱遴選結
果、註冊手續及有關資料。據JUPAS的
統計，在205名獲變更遴選結果的申請人
中，原本有84人在正式遴選中「名落孫
山」，在覆核後，39人終獲教資會或公
大的學士課程取錄，另有12人獲派SSS-
DP「資助計劃」學士課程。至於獲副學
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取錄的各有2人，其餘
29人仍未獲得取錄資格。
至於原本有35人在正式遴選中已有高

級文憑課程在手，覆核後有21人「升
呢」至教資會或公大的學士課程，1人改
為獲得SSSDP「資助計劃」學士課程，
亦有2人「升呢」到較高次序的高級文憑
課程。此外，11名本獲副學士課程取錄
的學生中，3人改為獲得教資會或公大的
學士課程取錄。
至於194名原本已獲八大或公大學士課

程取錄的申請人中，有111人獲較高志願
次序的學士課程取錄，6人改為獲得SSS-
DP「資助計劃」的學士課程取錄。
11名原本獲SSSDP「資助計劃」的學
士課程學生中，5人改為獲得教資會或公
大的學士課程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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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在北京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孫琳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30名入圍
的中學生，早前趁暑假參與第九屆「少年
太空人體驗營」，8天內走訪北京、酒泉及
西安等地認識國家航天科技發展，包括參
觀多個航天及天文設施，體驗航天員訓練
等。他們日前學成歸來，並分享所見所
聞。獲得最佳表現營員獎的易華建表示，
曾試穿航天服，感受航天員即將升空的興
奮心情，同時在營中認識到一班同樣愛好
天文及航天知識的朋友，感到難能可貴。

最佳營員分享體驗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華總商
會、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和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合辦的第九屆「少年太空人體驗
營」，於上月30日至8月6日舉行，獲選
的30名學員透過活動，參觀了多項國家航
天及天文設施，包括參觀國家天文台密雲
觀測站及興隆觀測站，並在中國航天員中
心製作火箭模型，參與太空科學和航天科
技講座，又體驗航天員訓練，包括「穿脫

航天服」、「太空廚房」、「心理訓練」
和「血液重新分佈訓練」等。
在昨日的分享會上，大會向學員發證

書，嘉許3名最佳表現營員、6名優秀營員
及2名最佳導師。其中一位獲得最佳表現
營員獎、即將升讀中六的易華建表示，在
營中最深刻的體驗是穿脫航天服，由於供
試穿的航天服是為航天員度身訂做，他有
點不合穿，他指穿着時不太感受到服裝的
重量、物料柔軟，「感受到航天服是科研

人員的心血」，亦體會到航天員即將升空
的心情。他又指，身邊絕少同學和朋友喜
歡航天科技及知識，但在營中就認識到一
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故感到十分難得。

國家成就增民族自豪感
他又指，國家首名航天員楊利偉當年升空

時，自己只得3歲，但當時已引起他對航天
知識的熱誠，升讀高中後亦選讀理科，期望
學習更多科學及太空知識。國家去年發射全

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加上
近年在航天科技上取得「井噴式」的發展，
令他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並期望未來可從事
科研，為國家航天發展出一分力。
同樣獲得最佳表現營員獎、將升讀中五的

王可兒曾參加不同的觀星活動，又曾參加由
太空館舉辦的「中學生天文訓練計劃」，熱
衷於天文知識，今次她有機會參觀國家天文
台密雲觀測站及興隆觀測站，見識到高科技
設施如光學望遠鏡等，令她眼界大開。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學學
員與嘉賓昨日出席分享會員與嘉賓昨日出席分享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攝

鄭錦滿昨日在 fb 上載楊振權的大頭
照，並列出他審理多宗案件的言論

及判決，包括早前批准「七警」案中3名
警務人員保釋；早前審理2014年衝擊政
總東翼前地案的刑期覆核時，指「重奪
公民廣場」的「奪」字有暴力意味；前
日判13名於2014年衝擊立法會的被告監
禁8個月至13個月；昨日駁回涉嫌串謀
縱火的樹仁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楊逸朗保
釋上訴申請。
雖然未對楊振權有任何評論，但他煞有
介事上載楊的大頭照並列出其過往言行，
自然引來網民留言批評楊，當中有些更十

分惡毒，如「Shirley Yeung」詛咒「你幾
時全家半身不遂呀」，「Orange Tam」就
稱「祝佢長命百歲百病纏身」，「Arthur
Kwok」則揚言「認住楊振權」。親「熱血
公民」的fb專頁「學民苦主大聯盟」，也
分享了鄭錦滿的帖文，叫網民「行街見到
佢記得同佢打個招呼」。

早有前科 一「熱狗」被捕
「熱血公民」煽動恐嚇法官早有前科。

2015年，他們於上水、元朗等地策劃侮辱
內地旅客的「光復行動」，多名示威者被
法庭判以監禁等刑罰。當時不少激進分子

針對有份審理案件的時任屯門法院暫委裁
判官陳碧橋，詛咒陳碧橋「有報應」、
「發生意外」等，而「熱血公民」更製圖
叫陳「小心睇路」，令陳在判案時坦言感

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警方之後接手調查事
件，當年8月以涉嫌刑事恐嚇拘捕一名29
歲姓陸的男子，而該人正是「熱血公民」
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熱血公民」又煽動恐嚇法官。繼前年有成員因恐嚇審理「光復元

朗」案件的裁判官被捕後，「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昨日在facebook上載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

振權的照片，並列出他審理「七警」案、衝擊立法會案及衝擊政總東翼前地案等爭議性案件的言論及判

決，引來網民留言攻擊他，當中更出現「認住楊振權」、「你幾時全家半身不遂呀」等惡毒字句。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威脅他人會使其人身、名譽或財產受損，令其受驚，最高可被判5年監禁。

■有網民詛咒楊振權全家。
fb截圖

■鄭錦滿
上載楊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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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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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語帶雙
關叫網民
向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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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截圖
■有網民「祝」楊振權「百病纏
身」。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武漢報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先後到武漢鐵路
局、武漢動車段及武漢高速鐵路職業技能訓
練段視察。他們讚歎內地高鐵發展一日千
里，在基礎設施、技術研發及職工培訓均非
常成熟及嚴謹，故港人不用擔心高鐵的安全
問題。港區全國人代又強調，香港必須要有
「一地兩檢」的安排，接駁到內地龐大的高
鐵網絡，相信可令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多元
化，對整個社會均是非常重要。
湖北武漢是全國鐵路的重要樞紐，也是

中部地區、長江城市集群綜合交通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
繼續湖北武漢的行程，其中的重點環節，
就是了解武漢鐵路站的日常運作、動車維
修及高鐵職工培訓的情況。港區人代昨日
更去到模擬駕駛室，親身嘗試駕駛高鐵的
情況。他們視察後均對國家高鐵發展感到
十分讚歎，認為香港亦應努力把握高鐵帶
來的發展機遇。

范徐麗泰：吸外來生意人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今次視察
最大的感受是內地非常着重高鐵的安全

性，當中有嚴謹的檢修標準，及每名員工
均需經過嚴格的訓練才可投入工作，相信
可令港人對高鐵更有信心。
她並指，國家的高鐵發展一日千里，日

後更會有跨海鐵路，認為香港倘不能接駁
內地高鐵網絡將會是很大的損失，港人應
以實用的角度去看高鐵帶來的經濟發展好
處，「必須要有『一地兩檢』，對外來生
意人是有吸引力；對香港機場發展也會帶
來機遇。」

廖長江：應理性務實看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廖長江

也指，高鐵既舒適又安全，是非常有效率
的交通工具，日後定必更受大家歡迎。他
續說，香港必須要有「一地兩檢」的安
排，接駁到內地龐大的高鐵網絡，相信可
令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多元化，對整個社會
均是非常重要，故認為港人應理性務實去
看待「一地兩檢」。

李少光：失機會對不起子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表示，國際均公認中國高鐵發展已經領

先全世界，發展速度是不言而喻，目前高
鐵已連接到全國所有主要城市，對香港來
說是很大的發展機會。他認為，香港西九
龍高鐵站倘有「一地兩檢」的安排，日後
將可發展成為國家出入境運輸樞紐，故強
調倘港人不能握住機會便很可惜，「可以
說是對不起我們的子孫。」

蔡毅：反對派勿炒作誇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同樣認為，今次視察見到內地
高鐵不論在基礎設施、技術研發及職工培

訓均是非常成熟及嚴謹，故港人不用太擔
心高鐵的安全問題。
他並呼籲反對派不要再炒作、誇大「一

地兩檢」的問題，以讓高鐵香港段可順利
如期通車，讓港人可乘搭舒服、準時的高
鐵直達內地多個城市。

聽曹廣晶匯報湖北經濟發展
另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早上也

聽取了湖北省副省長曹廣晶匯報了湖北省
經濟發展情況及到長江科學研究院沌口科
研基地視察。

■港區人大代表對國家高鐵發展感到十分
讚歎。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到武漢鐵路局、武漢動車段及武漢高速鐵路職業技能訓練段視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攝

■體驗營學員
（坐者）在工
作人員幫助
下，嘗試穿脫
航天服。

大會供圖

■譚惠珠與工作人員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攝

■港區人大代表團聽取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