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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向大律師公會闡述習近平外交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網站載，謝鋒特派員昨日在公署為
香港大律師公會舉辦「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報告會。
謝鋒通過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

穩定大國關係和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的典
型、生動的實例，介紹了十八大以來在
習近平主席外交新理念、新舉措和新戰
略引領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的成
就，闡述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內
涵，並對十九大報告中關於「推動構建
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一中國外交的總目標進行了解
讀。
謝鋒還詳細介紹了涉港外交工作。他

表示，公署將繼續做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堅定守護者，特區對外交往合
作的積極促進者，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
益的忠實維護者。

肯定維護「一國兩制」貢獻
謝鋒肯定大律師公會為維護「一國兩

制」和香港法治作出的積極貢獻，以及
在國家重大涉外法律工作中發揮的建設

性作用。他鼓勵大律師公會用好法律專
業優勢，共同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社會的法治根基，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
出新的貢獻。
參加報告會的大律師公會成員表示，

報告加深了他們對國家外交工作及其國
際地位和影響力的認識，也加深了對十
九大報告的理解。今後，他們將更好地
發揮自身優勢，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
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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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園下月加價 成人盛惠480元
「壽星」生日月份八五折購4門票 港人可原價買飛至2月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海洋公園昨日公佈2016至2017財政年度業績報告，截至今年6月30日止，入

場人次下跌280萬人次，收入雖升16.19億元，但虧損2.34億元。海洋公園主席孔令成表示，為保持競爭力及

維持財務可持續發展，決定於明年元旦起調整入場票價，加幅9%，成人票價由438元加至480元，小童票價由

219元增至240元。港人可原價購至明年2月28日，而「智紛全年入場證」收費不會加價，生日優惠繼續，並

可由明年開始以折扣價為4名家人購買門票。

翻查資料，海洋公園自2011年起至今已
是第六次加價，由2011年8月底的成

人票價250元；小童票價125元，增至現時
的成人438元；小童219元，加幅在過去數
年累積高達92%。明年元旦起，成人及兒童
票價加價9%，至成人480元及小童240元。

財政「見紅」人次收入齊跌
不過，海洋公園保留智紛全年入場證收費
不加價，金卡成人價為1,199元、小童599
元；銀卡成人價為924元；小童462元。
至於港人生日優惠繼續，「壽星仔女」正

日除仍舊能免費入場外，亦可於生日月份以
八五折購買最多4張正價入場門票，明年全
年適用。
就海洋公園2016至2017財政年度業績報
告賬面「見紅」，入場人次及收入雙雙下
跌，主席孔令成解釋，海洋公園面對鄰近旅

遊目的地的激烈競爭，但個人遊旅客人次有
單位數升幅，主要客源市場的旅客包括日
本、印尼、菲律賓及韓國都錄得增長。
他續說，借助港鐵南港島線優勢，在1月

新增的「食尚水都」及3月舉辦夜間美酒活
動，吸引18歲至34歲本地年輕人入場，再
加上公園40周年活動，形容已將旅遊及零
售業等周邊因素對公園整體入場人次的衝擊
減至最低。

盼變國際級度假勝地
孔令成指出，擁有471間客房的香港海洋
公園萬豪酒店將於2018年中旬開幕；2019
年亦有全天候水上樂園開幕；2021年香港
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竣工，期望能將公園發
展為國際級度假勝地。
他續說，公園銳意強化教育工作，新增教

育課程如「歷險探索系列」、「與動物親上

加親」及「訓練員趣談」等，期望讓學生
發 揮 在 科 學 、 科 技 、 工 程 和 數 學
（STEM）的潛能。

去年884隻動物死亡
海洋公園年報同時顯示，在2016年7月

至今年6月30日，海洋公園共有884隻動
物死亡，其中魚類死亡數目較多，共有
812條，佔總數的92%；17隻是兩棲類；5
隻是爬行類；39隻是鳥類；9隻是陸上哺
乳類；2隻是海洋哺乳類。
在812條死亡的魚類中，有233條是在檢

疫期間去世；3條是出生後30天內；576條
是展示期間死亡，包括金魚、熱帶淡水
魚、梳蘿、番薯魚、雀鯛、花鱸等。
至於全球最長壽的圈養大熊貓、38歲的

佳佳亦在該財政年度死亡；在39隻離世雀
鳥中，有34隻已屆老年、甚至超出相關品

種的平均壽命。
在兩棲類動物方面，15隻紅眼樹蛙不幸
離世，其中7隻於檢疫期間去世，餘下8隻

因病離世或由於屍體自行分解而未能確定死
因。此外，1隻小丑樹蛙及1隻毒箭蛙亦因
屍體自行分解而未能確定死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間智
庫「新論壇」一項研究發現，年輕世代
大專學歷勞工的優勢較之前的世代小。
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專生在過去20年
間增加50%，大專學歷人士整體收入更
持續下跌，去年的入息中位數就下跌至
約1.75萬元，較1996年約1.93萬元減
少9.2%，收入幾乎與高中學歷的勞工
看齊。新論壇指，現時大專課程與勞工
市場要求脫節，大專畢業生投入職場的
競爭優勢較低，建議政府鼓勵院校與企
業合作開辦職業導向課程，並向持續進
修的學生提供更多資助及資源。
新論壇翻查政府統計處 1996 年至

2016年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以每
5年為一個世代，再按2015年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調整，比較不同年代大專學歷
勞工的收入差異，及其向上流動能力的
變化。

大專學歷做低技術職位激增
研究發現，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專學
歷勞工從1996年的8.69萬人，增長至
2016年的13.05萬人，升幅逾50%，而

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專勞工比例，亦上
升逾10%。
單以勞工收入中位數計算，在2016
年，整體大專學歷勞工的中位數收入，
從 1996 年的 19,255 元跌至 2016 年的
17,475元，跌幅為9.2%，收入最高的
一成大專學歷勞工，跌幅更達到
10.2%，反映大專學歷人士的整體收入
持續下跌。
研究並發現，若以大專勞工在20歲
至24歲的收入作初入職收入計，年輕
世代的初入職收入中位數一直下跌，如
在1972年至 1976年出生的第二代為
12,836元，到1987年至1991年出生的
第五代已跌至只有9,872元，在1992年
至1996年出生的第六代才止跌回升，
有11,650元，追近1977年至1981年出
生的第三代大專勞工水平，但與1972
年至1976年出生的第二代的12,836元
仍有一定差距。

收入中位數與高中學歷看齊
不過，隨着年資增長，年輕世代的收
入增速有回升的趨勢，第二代大專學歷

勞工在25歲至29歲收入中位數增幅為
31.4%；第三代增幅為14.7%；第四代
增幅有 26.1%；第五代增幅上揚至
37.7%。
此外，研究發現，第二代大專學歷勞
工於20歲至24歲時收入為同齡高中學
歷的1.25倍，之後的世代一直下跌，直
到第六代跌至1.03倍，即大專學歷勞工
收入中位數與高中收入中位數幾乎相
等。研究又指，大專與高中學歷收入的
差距隨年資增長開始拉闊，第一、二、

三代在30歲至34歲時的收入均高於高
中學歷收入32%至46%不等，但到第四
代差距已收窄至15%。
「新論壇」理事陳偉強認為，社會對
高等教育的觀念過時，年輕世代要上流
不能單靠學位證書，要按市場需求持續
進修，提升競爭優勢，建議政府鼓勵院
校與企業合作開辦職業導向課程，並向
持續進修的學生提供更多資助及資源，
協助年輕一代提升競爭力。

大專課程脫節 讀完搵工無着數

■海洋公園面對鄰近旅遊目的地的激烈競爭，去年入場人次及收入雙雙下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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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理局昨日
向立法會提交2016至17年報，顯示該年度開支
為 623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38 億港元，升
6.5% ，並錄得15億元赤字，是2009年以來首
次出現赤字。雖然醫管局有赤字，但多名管理
層照舊加薪，當中行政總裁梁栢賢加薪4.3%，
年薪約600萬港元；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加薪
7.6%，年薪約552萬港元。有立法會議員促
請，政府交代因應何種因素調整向醫管局的撥
款。
年報顯示，2016至17年度開支為623億元，
較上年度增加38億港元，升6.5% ，當中員工
成本達430億元，佔總開支的69%，比重最
高。此外，該年度醫管局壞賬金額達5,518萬港
元，較去年增加20%，當中非本地孕婦於本港
公立醫院產子後撇賬有470萬元。
就立法會議員提問有關開支及壞賬的問題，

食物及衛生局回應指，政府一直投放大量資源
於醫療衛生服務，而在決定對公共醫療的撥款
時，亦會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本港人口增長
及老化情況、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服務提
升方面的需要及政府整體財政狀況等。
至於醫管局內部的資源分配，一般由醫管局

自行決定。醫管局在規劃醫院服務和設施時，
會考慮包括根據各區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
而推算的醫療服務需求、慢性疾病的增長、醫
療服務使用模式可能出現的變化，以及各聯網
和醫院的服務安排等多項因素，再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球對中醫
藥的研究及培訓需求殷切，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在今年第三季成立亞洲首個中醫臨床科
研數據網上資料庫「證視中西醫理」，並推
出首個網上英語中醫課程「日常中醫藥」，
希望將中醫學基礎知識及科研數據推廣至海
外，推動中醫藥於國際醫療領域的發展。
「日常中醫藥」課程推出以來，至今已有逾
1,700人報讀課程，逾35%的學員來自美
國。
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發展）胡志遠昨日引
用世界衛生組織於2012年的報告指出，現
時中醫藥已廣為全球接納及應用。以針灸為
例，有80%受訪成員國表示，其國內醫療服
務認可使用針灸。在較多華人聚居的國家如

澳洲及美國，針灸服務需求於5年至10年間
分別增加30%及35%；而瑞士包括針灸在內
的中醫藥服務已被納入全民醫療保險的範
圍。
然而大部分成員國均表示，目前仍缺乏有

關針灸及中醫藥此方面的明確研究數據，以
支持傳統醫學規管，期望世衛提供更多科研
資訊，以了解中醫藥的安全性、質素及療
效。此外40%成員國反映，因缺乏傳統及補
充醫學（包括傳統中醫藥）資料、教育及培
訓，阻礙中醫藥服務的發展。

加強海外大眾中醫知識
胡志遠表示，為加強海外大眾與醫護人員
的中醫基礎知識，中大中西醫學團隊於

2015年初構思設立網上英語中醫課程。經
過兩年籌備及製作，課程於今年9月落戶網
上學習平台Coursera，以試驗形式推出「日
常中醫藥」英語中醫課程。
「日常中醫藥」課程共五節，每星期一

節，每節約一小時。中醫導師以錄像形式，
配以動畫及圖像講解公眾經常接觸到的中醫
基礎概念，包括陰陽、氣、血、津液、五臟
六腑，中醫的致病因素「七情、六淫」，以
至中醫的診斷「望聞問切」等。
課程在今年9月下旬於網上平台試行，至

今已有逾1,700人報讀課程，逾三成半學員
來自美國。
大部分學員來自美國、加拿大及印度。第

一期的課程以教授中醫基礎理論為主，第二
期課程將講解中藥學、針灸學、中醫養生學
（包括食療、八段錦等）及中西結合醫學
等。預料第二期課程將於明年開始製作，並

於 2019 年上載。

亞洲首創網上資料庫
胡志遠續指，在中醫藥治療和

臨床科研實證方面，團隊創立亞
洲首個「證視中西醫理」網上資
料庫，將多份中醫藥的臨床科研
實證文獻加以簡化整合，並上載
至資料庫，方便大眾及臨床醫護
人員快速解讀中醫藥科研文章。
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

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志豪表
示，現時有關中醫藥及補充療法
的研究文獻相對繁雜，即使是臨
床醫護人員亦需花費大量時間搜
尋及解讀研究結果。而「證視中西醫理」網
上資料庫以臨床醫護人員為對象，當中所有
研究都經由團隊分類整理，希望為有意了解

中醫藥及補充療法的特定療效的臨床醫護人
員提供簡明便捷的研究實證，以支持傳統及
補充醫學的應用與規管。

中大首推網上英語中醫課程

■中大醫學院團隊成立亞洲首個中醫臨床科研數據網上
資料庫「證視中西醫理」。 受訪者供圖

■謝鋒昨日為香港大律師公會舉辦「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