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常

捐款興辦學校的著名慈善家田家炳

逝世，享年99歲，由他成立的「田

家炳基金會」昨日將網頁顏色轉成

黑白色，刊出訃告指其葬禮只供家

人出席，但基金會稍後會為他舉辦

追思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讚揚田

家炳一生服務社會，貢獻國家，令

人景仰，對他辭世表示深切哀悼。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讚揚田家炳十分

看重教育事業的投資，受助的教育

機構由幼稚園以至專上院校，令無

數學生受惠。

田家炳逝世 一生行善育才
曾獲表彰命名「田家炳星」特首讚服務社會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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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譚文
豪噚日喺 face-
book 轉 載 新

聞，本身係想寸建制派議員謝偉俊最
多次缺席投票，仲大大隻字咁話「選
佢入嚟缺席」。點知呢個回力鏢，一
下就掟中自己兩個豬隊友，分別係缺

度投票次數排名第二嘅工黨張超雄同
第三嘅民主黨黃碧雲，而「選佢入嚟
棄權」嘅前三名議員更全部都係民主
黨嘅人。做佢同路人真係幾咁傷呢。
譚文豪噚日喺fb分享新聞，批評

謝偉俊以128次缺席投票嘅記錄，位
列「最多缺席投票議員」之首，又
標籤（hashtag）「最無用議員」，
「都唔知選佢入嚟做咩」。
但同一篇新聞之後就講到，張超

雄同黃碧雲緊隨其後，分別以125次
及116次缺席投票，位列第二名及第
三名。至於有出席、但就冇投票，
又或者投棄權票嘅議員方面，民主
黨許智峯就成為冠軍。
淨計棄權票，投得最多嘅頭三

個議員，全部都係民主黨成員，
其餘包括林卓廷與鄺俊宇。咁樣
打同路人，唔知有冇人覺得佢係
鬼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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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豪「鬼」上身 地圖炮炸同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
討論免遣返聲請的檢討。政府透
露，現時的免遣返聲請個案中，
只有不足1%獲確立，建議縮短
免遣返聲請的申請時限，以堵塞
現時坊間所指的「假難民」漏
洞。不過，「假難民之父」、工
黨議員張超雄質疑香港的接收率
「太低」，另有反對派議員質疑
政府的建議對聲請者「不公
平」，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指
出，參考國際間的情況，新建議
已比外國寬鬆。建制派議員普遍
歡迎建議，並希望政府考慮設立
禁閉營，政府指會慎重研究。
政府指出，需要考慮縮短免遣

返聲請的申請時限和收緊申請的
處理，並就未有明確規定的程
序，加入較具體的規定，以提升
審核效率。政府又表示，須更有
效地防止申請者用各種手段來妨
礙或阻延審批時間。

保安局籲正視實際環境
不過，張超雄則炮轟政府，稱

現時香港所接收的難民是「近乎
世界上最低」，要求政府重新檢
討政策，更聲言政府擬縮短申請
處理時限是「不合理」。李家超
則以國際間接收難民的確認率數
據作回應，指日本及韓國的接收

率與香港相近。他又籲張超雄需考慮本港
的實際情況，不能單以數字的高低而一概
而論。
反對派議員區諾軒亦質疑政府建議，質疑

政府是否有必要縮短免遣返聲請中各個項目
的時間，例如是縮短聲請表格的交回時間至
14天。李家超再引述國際間的做法，指出澳
洲及新西蘭甚至會要求聲請人即時交回表
格，新建議已較外國做法寬鬆。
李家超又以香港對聲請人所提供的法律

支援為例，指本港提供不限時間的支援，
平均超過57小時，而外國則只提供約13
小時支援，直言香港所提供的保障比外國
更好。

建制倡設禁閉營處理
建制派議員普遍對政府所提出的建議表

示歡迎，更感謝政府近年加快處理所積壓
的聲請，以解決「假難民」問題。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假難民」對部
分地區的治安影響嚴重，希望政府考慮設
立禁閉營，統一處理免遣返聲請人士。李
家超指政府仍未排除相關建議，但明言需
要慎重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休會在即，內務委員會昨日向傳媒總結
過去一年的工作，主席李慧琼表示，截
至今年7月，立法會通過了26項政府法
案及1項議員法案，較去年多一倍。她相
信法案順利通過，與行政立法關係有改
善，以及立法會早前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有關。不過，近年議會衝擊、傷及保安
的行為常見，李慧琼表示，建制派議員
認為須對行為不檢的議員施加罰則。
根據資料，內委會在2017/18年度共

舉行29次會議，政府在此期間向立法會
提交了共23項法案，惟當中多數在下半

年才提交，有兩項法案，分別為《2018
旅館業（修訂）條例草案》及《2018年
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財案》，更
在今年會期最後的會議上才提交。內委
會副主席郭榮鏗認為，政府當局應盡早
提交法案，讓議員有充分時間審議法案
的內容及條文。
整體而言，本年度的法案審議較去年

快，李慧琼認為主要歸功於政府凝聚「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社會共識。李慧琼
指，政府本年度在提交工程撥款時，事先
與各黨派溝通，重新編排財務撥款的次
序，將較難的工務或財務項目放後，較易

項目則先行，令審批較以往暢順。

李慧琼：修議規利法案審議
此外，立法會早前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有效減少點人數的次數，也令議員可較順
利審議法案。
對於有意見認為應再修改議事規則，以

規範議會秩序，李慧琼指，建制派內並無
議員贊成「停賽」一年的罰則，但認為要
對行為不檢的議員作出處分，而市民亦對
過去議會亂象「恨之入骨」。
不過，本年度有4項原訂提交的法案暫
時仍未交上立法會，包括《國歌條例草
案》、《消防安全條例草案》、《廢物處
置修訂條例》、《歧視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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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議員屢擾序 建制倡施罰處分

■譚文豪貌似想攻擊謝偉俊，卻不自覺讓一眾同路人中箭。
fb截圖

■李慧琼（右）表示，建制派認為須對行為不檢
的議員施加罰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近年人
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引發取代人
類勞動力的憂慮。「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一項研究指出，香港於未來10年至20年
間將有約100萬就業人口有被智能化技術
取代的高風險。中心指AI是大趨勢，建議
特區政府帶頭加大扶持本地AI產業、制定
策略培育AI人才、更新法律框架及考慮引
入「機械人稅」保障受影響勞工等。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牛津大學合

作，就香港就業市場受到人工智能衝擊的
風險展開研究。結果發現，香港370萬就
業人口中，28%的工作處於智能化的高風
險區域、54%處於中風險、18%處於低風
險，估計未來10至20年間，香港其中約
100萬就業人口有70%機會被智能化技術
取代其工作。
中心指出，高風險的工種涉及較多人手
操作，包括一般秘書、出納員及速遞員
等，也涉及專業服務工種，例如會計、核
數師與法務助理等；而對創造性和社交智

慧要求愈高的工種，被智能化技術取代的
風險愈低。

憂集中四大產業易被取代
中心續指，香港經濟過分集中於金融服

務、旅遊、貿易與物流及專業服務四大支
柱產業，該些產業被智能化技術取代的風
險相對較高，卻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GDP）的56%並僱用多達47%就業人
口，而不容易被人工智能衝擊的文化藝
術、醫療、教育和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只
貢獻了8%經濟及11%就業人口，面對技
術進步可能帶來的技術性失業，香港經濟
承受衝擊的風險較大。
中心並提到，香港科學基礎教育較弱，

與其他主要發達地區相比，香港中學生的
數學和科學能力競爭力不強，科技人才後
繼不足，限制人工智能產業的長遠發展；
香港的持續教育參與率亦比其他主要發達
地區低，勞動人口投入持續教育的人數連
年下降，面臨技術衝擊的風險承受能力較

弱。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促抓灣區機遇
中心認為發展AI是大趨勢，香港在自動

化技術上落後，但圖像識別技術領先，促
請特區政府抓緊大灣區機遇，與深圳合作
在創科發展上發揮互補優勢。中心提出10
點政策建議，倡議特區政府聚焦人工智
能，制定全面的創新科技發展戰略；匯聚
和培育優秀AI時代人才，制定全面的人才
發展戰略；打造一批AI龍頭企業，發展國
際AI開放平台；及鼓勵企業使用創新科技
和投入科技培訓。
中心又建議在政府部門率先使用AI，將

AI打造成香港新品牌，並加大扶持本土AI
產業的力度，在2022年前將創科研發開支
佔 GDP 比例，由現時僅 0.73% 增至
1.5%，以及更新滯後的法律框架，創造有
利於AI發展的監管環境。
教育方面，中心建議政府實施以AI為中

心的STEM教育，考慮增加科學作為中學

必修科目；增加AI相關專上教育課程，形
成「產學研」良好生態；增加培訓、持續
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投入。
中心並預計未來AI應用成熟後，可能出
現廣泛失業情況，認為政府有必要檢視現
行稅制、教育和社福制度，在勞動市場出
現大範圍智能化時考慮引人「機械人
稅」，即對使用機械人取代人類勞動力的
企業或因使用機械人而產生的利潤徵稅，
所得用於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

AI或取代百萬勞工 中心倡「機械人稅」

田家炳生於1919年，祖籍廣東大埔，15歲時因
為父親離世而毅然棄學從商，遠赴南洋創

業，並於1958年移居香港，在屯門創立田氏塑膠
廠，專門生產塑料薄膜和人造皮革，奠定了香港皮
革大王的地位。

積極捐資全國興校
慈善工作是田家炳的第二事業，他在1982年創立
「田家炳基金會」，以「回饋社會、貢獻國家」為宗
旨，致力捐辦公益事業，以「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為
信念，支持國家教育發展，他曾經在全國34個省市
捐款資助興建93所大學、逾200所中小學及最少
1,800間鄉村學校圖書室。
另外，香港亦有11間中小學和幼稚園以田家炳命
名。

為表彰田家炳為國家作出的貢獻，1993年9月，中
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決定將該台於1965年12月20
日發現、國際編號第2886號小行星命名為「田家炳
星」。
他還於2004年獲選為中國最具影響的100位慈善

人物之一，並於2010年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
章。
林鄭月娥讚揚田家炳一生致力服務社會，貢獻國

家，令人景仰，對他辭世表示深切哀悼，「田家炳博
士是化工界的翹楚，對香港的工業發展貢獻良多。他
數十年來亦全情投入慈善事業，大力捐助香港和內地
不同範疇的項目，包括教育、文化、醫療、基建及福
利服務。」
楊潤雄對田家炳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指田家炳

多年來熱心公益，成立「田家炳基金會」捐助不同
項目，照顧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他尤其看重教
育事業的投資，教育界感受至深，受助的教育機構
由幼稚園以至專上院校，多項獎學金及交流計劃亦
令無數學生受惠。」
他指港人將會永遠懷念這位致力造福社會的慈善

家。

基金會將辦追思會
「田家炳基金會」表示，葬禮雖然只供家人出席，
但基金會會為他舉辦追思會，詳情稍後公佈。

田家炳多年來
不時捐款支持本
港以至內地的教

育界，本港多間大學都對他的離
世表示哀痛，分別發聲明向他的
家人致以慰問。
田家炳是香港大學的名譽博

士，港大昨日發聲明讚揚田家炳
一生關心教育，熱心公益，形容
他為仁厚無私的慈善家和教育
家，為本港與內地之教研發展作
出了重大貢獻，讓莘莘學子受
益。
中文大學過往亦曾獲田家炳捐

助多項學術及科研項目，中大校
長段崇智指田家炳對中大的支持
可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並讚揚
田家炳全心奉獻給公益事業，對
本港及內地的教育、醫療及基建
項目有極大貢獻，代表中大全體
師生校友向田博士的家人致以最
誠摯的慰問。

科技大學發聲明指田家炳的離
世是社會重大損失，指對方多年
來身體力行推動教育與德育的發
展，並曾慷慨捐助科大的科研教
學，至今已培育3名科大助理教
授。
聲明並指，大學在田家炳的支

持下舉行過多個資優教育項目、
邀請不同傑出學者來港訪問，舉
辦過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比賽等，
讓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有機會參
與科大的科學及數學工作坊。
嶺南大學表示，大學在1996年

由司徒拔道搬至屯門現址時已獲
田家炳慷慨捐款支持，而對方日
後亦分別設立「嶺南大學田家炳
助學貸款計劃」協助清貧學生解
決經濟困難、成立「田家炳教育
基金」支持嶺大在內地宣揚博雅
教育，藉以推動全人教育，指對
方為本港和國家的教育發展作出
重大貢獻，發揮深遠影響。

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本身亦是
田家炳基金會諮議局委員，他對
田博士的離世深表難過：「田博
士重視教育，並深信教師質素是
教育關鍵，故多年來一直大力支
持教師培訓的工作，對公益、教
育及慈善事業均貢獻良多。」
公開大學指田家炳成立的基金

會一直為大學的夥伴，先後捐款
接近港幣1,300萬元支持大學多項
發展項目，校長黃玉山指田家炳
在兩岸三地助教興學，為無數莘
莘學子締造接受教育的機會，與
公開大學的辦學精神不謀而合，
大學仝人會永遠懷念他。
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同樣表示

對田家炳離世感到惋惜，他指田
家炳為浸會大學榮譽博士，才德
兼備，支持教育，貢獻良多，是
學子楷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興校貢獻良多 各院校同致哀
�&

■中心研究主任楊荃荃(右)與研究總監方
舟(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田家炳熱心興學，在全港興辦11間中小學和幼稚園，圖
為其中兩間以其名命名的幼稚園及中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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