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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清除「港獨」滋生土壤 防青年習非成是

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發展的必然選擇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昨日開幕，這是中
國今年舉辦的規模最大、外國領導人出席最多的主
場外交活動，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題為《攜手共
命運 同心促發展》的主旨演講，強調中國將以真
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支持非洲國家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並宣佈再向非洲提供 600 億美元支
持。習主席擲地有聲地作出「五不」承諾：不干預
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
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
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
利。這表明，中非加強合作、互利共贏，是基於中
國自身能力與非洲發展的現實需要，中非合作是世
界發展的必然選擇，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
新典範、新經驗。
中非傳統友誼深厚，過去是並肩戰鬥的好兄弟，
現在是共同發展的好夥伴。中非合作既是歷史發展
的必然選擇，亦順應新時代的呼喚。中非合作給世
界最大的啟示，就是摒棄以意識形態劃線的陳舊思
維，超越你輸我贏、贏者通吃的過時觀念，走出一
條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新道路，更好把握經濟全
球化機遇，在互惠互利中實現共同繁榮。
對於中非合作，近年有少數國際輿論炒作「新
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等議題，以不實言論
為中非合作設置障礙。中國對非投資不附加任何
政治條件，不干涉內政，不提強人所難的要求，
而是注重分享發展經驗，支持非洲實現民族復興
和國家繁榮。中非合作不是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
政治目的，也不存在掠奪資源、牟取暴利。正如
納米比亞總統根哥布所言：「中國從來沒有殖民
過非洲、從來沒有掠奪過非洲，一直平等對待非
洲中小國家。」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表示，在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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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經濟合作上，中國能提供全方位的方案，更
勝一籌。
習主席強調，實現包括非洲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
共同富裕，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
容。中國連續 9 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2017
年中非貿易額達 1,700 億美元，中國企業為非洲國
家創造近 90 萬個就業職位，中國支持非洲建設了數
百個項目，給中非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
福感。
此次論壇，中國提出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動，包括
實施產業促進行動、設施聯通行動、貿易便利行
動、綠色發展行動、能力建設行動、健康衛生行
動、人文交流行動、和平安全行動，中國為此再向
非洲提供 600 億美元支持。中國以實實在在的行動
推動中非合作，中非合作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務實
合作之路，是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的開放包容之
路，是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自由通暢之路。
中國援助非洲，基於自身能力與非洲國家的需
要。中非雙方已推出有力的脫貧計劃，中國正在非
洲實行「萬村通」項目，為 25 個非洲國家「通電
視」，中國還在安全領域為非洲作出巨大貢獻，中
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到非洲最多
的國家，中非合作正朝着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方
向邁進。目前非洲正加快現代化進程，中國則致力
於全面深化改革，中非有着共同的發展訴求。中非
共同發展，戰略高度契合，共建「一帶一路」，將
為雙方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
非合作振興的步伐。中非將攜手打造責任共擔、合
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安全共築、和諧共
生的命運共同體，樹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
範。

中文大學昨日舉行開學禮，學生會會長區倬
僖致辭時刻意抹黑國家，聲稱「港獨」是本港
民主自由的出路，需要討論。「港獨」思潮再
乘大學開學翻起暗湧，有學生拋出各種似是而
非、歪理滿篇的說法將「港獨」合理化，反映
長期以來，受戴耀廷之流「有識之士」的誤
導，有一些激進青年學生被「港獨」洗腦而懵
然不知，乃至習非成是、愈陷愈深。現實清楚
地表明，政府需要採取法律措施 ，堅定、持
續、徹底地清除滋生「港獨」歪理的土壤，令
「港獨」在香港成為不可觸犯的禁忌 ，防止
「港獨」思潮侵蝕學生、荼毒年輕人。
近年本港有學生利用大學自由寬鬆的環境，
肆無忌憚鼓吹「港獨」，開學禮更被少數學生
騎劫，淪為散播「港獨」的平台。2016 年港大
開學禮，時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致辭
時就聲稱「香港並非中國，在校園討論『港
獨』不應成禁忌」；去年，中大有人趁開學日
「突襲」，在校園多處地方懸掛多幅「香港獨
立」標語，事後更引發其他大學的民主牆出現
「聲援」中大的聲音及貼出「港獨」標語。日
前，教育大學學生會張鑫在開學禮致辭時，故
意提及「港獨」問題；昨日區倬僖的開學致
辭，竟然胡言亂語，將內地形容為「鄰國」、
「北方帝國」，又稱「『港獨』未嘗不可」。
這些違憲違法的言語，出自作為知識分子的大
學生之口，實在令人詫異和痛心。
儘管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一再強調「港
獨」違憲違法，在本港社會是零容忍、零空間，
大學校園也不例外。可惜，大學校園「港獨」歪
風屢禁不絕，總有少數學生樂此不疲地散播「港

獨」言論，存心挑戰法治和社會的底線。冰凍三
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些學生執意鼓吹 「港
獨」，明顯深受某些宣揚「港獨」和激進的政客
左右和洗腦，認同「港獨」的錯誤觀念。
「港獨」思潮之所以興起，諸如戴耀廷、陳
浩天等亂港學者、政客長期煽動，難辭其咎。
反對派為「港獨」披上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新聞自由的外衣，以「學術討論」作包裝，為
散播「港獨」鋪橋搭路；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等外部勢力，更為鼓吹「港獨」搭台
撐腰、推波助瀾，以致部分年輕人誤信唆擺，
以為討論「港獨」是不可侵犯的自由 ，誤信
「港獨」是實現「香港民主自由」的必由之
路，甚至聲言不惜採取流血暴力的手段。事實
證明，反對派以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
由」等歪理為「港獨」開脫辯解，混淆是非，
不過是企圖令年輕人以為「港獨」理所當然，
全然不覺「港獨」其實是危及國家安全、損害
香港繁榮穩定的災難，令學生在「港獨」的邪
路上越走越遠。亂港勢力的這種誤導，是最危
險、最令人擔憂的。
「港獨」影響惡劣深遠，肅清「港獨」不能
再猶豫不決、瞻前顧後。遏止「港獨」，校園
應作為重點對象。政府、教育部門必須對「港
獨」言行絕不姑息縱容，應該積極作為，作出
清晰指引，劃出校園反「港獨」的紅線，義正
辭嚴、清晰無誤地規定，「港獨」違憲違法，
不屬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支持校方、學生抗
「獨」；校方更應高度重視問題的嚴重性，對
在校園內鼓吹「港獨」作出具阻嚇性的懲罰，
以免學生深陷「港獨」泥潭而不自知。

清華 EMPA 取錄 30香江菁英 王志民張建宗王光亞等主禮

為港育政才 識國情懂港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清

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香港政務
人才項目首屆開學典禮昨日在京舉行，來自本
港各領域的 30 名新生經逐層考核選拔獲得入學
資格。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旭介紹，該項目將
着力培養一批知國情、懂港情，根植中國、面
向世界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香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在開學典禮致辭中指出，香港
未來的政務人才一定要掌握大局形勢，高瞻遠
矚，站得高，看得遠，既要從國家當前的治理
理念和實踐去理解，也要從中國傳統的治國思
想去理解。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
香港政務人才項目是中國內地高校第

一個面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招生的高級公共管
理專業碩士項目。陳旭在致辭中表示，香港
需要一批面向新時代中國改革實踐前沿及香
港治理實際需求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此次
清華大學舉辦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
才項目，着力培養一批知國情、懂港情，根
植中國、面向世界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順
應時代的需求和國家發展的需要，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

陳旭勉為兩地貢獻力量
她期望首屆 30 名新生能夠秉承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香港政務
人才項目正式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的優秀傳統，追求明德為公的思想境界，
面向新時代中國改革實踐前沿及香港治理
實踐需求，努力成長為一流的高級公共管
理人才，為推動新時代國家的發展進步，
為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貢獻智慧和
力量。

張建宗籲掌握大局形勢
張建宗致辭表示，國家的國策，都與香港
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但我們不能只從香港
角度去認識和理解。在保持香港特區「一國
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及核心價值，充分發揮
「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和「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堅定不移地維

王光亞任顧問 助港補短板
十三屆全
國 人 大 常
委、全國人
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
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昨日受聘為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
（EMPA）香港政務人才項目顧
問。他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己
長達 7 年從事為港澳服務工作，
對香港充滿感情，願意讓香港變
得更好。他指出，香港不缺專業
人才，但是缺少政治人才和政務
人才，這是香港的短板，希望通
過清華大學的高級公共管理碩士
（EMPA）香港政務人才項目，
能幫助香港彌補短板，為香港培
養更多優秀政務人才。



需具世界眼光掌握國情
王光亞說，在從事港澳事務工
作 7 年中，能感覺到香港具有很
多優勢，也並不缺人才，應該發
展得很好。但是在政治人才和政
務人才方面，是香港的一個短
板。「香港有很多專業人才，金
融、法律方面的專業人才很多。
關鍵是缺少能夠把香港和國家共

同發展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能
夠具有對形勢、對是非判斷能力
的人才。在服務香港的 7 年過程
中，我確實對此感到有點『恨鐵
不成鋼』 。但是這也不能怪香
港，因為香港這樣一個地位、這
樣一個角色，決定了要有世界眼
光和國家的胸懷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
王光亞認為，香港需要能夠有
世界眼光、對國情掌握的更好的
政務人才，才能把香港本身所具
有的優勢轉化為香港發展的優
勢。
他說，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
理碩士（EMPA）香港政務人才
項目開班，能夠把香港各個不
同的政團的政務人員集中起來
進行培訓，了解國家，了解世
界，對香港人才隊伍的培養是
有好處的。
王光亞表示，自己對香港充滿
感情，願意同其他顧問一起，共
同為香港政務人才培養出力，盡
快補足香港的短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與會嘉賓與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香港政務人才項目首屆新生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護國家的主權、領土的完整、國家的安全及
整體的利益。
他說，香港未來的政務人才一定要掌握大
局形勢，高瞻遠矚，站得高，看得遠，既要
從國家當前的治理理念和實踐去理解，也要
從中國傳統的治國思想去理解。香港的管治
需要大量擁有積極人生觀，對社會有承擔、
負責任，同時具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
際視野的優秀高級公共管理專才。
他又讚首屆獲得入學資格的新生都是有潛
力，有志成為治港政務人才的研究學生，要
培養的都是高水平、高能力和富有政治智
慧，靈活機動的專才。
張建宗介紹，自 1993 年至今，已有 2,900

多名高級公務員到清華獲培訓。

譚耀宗盼成灣區「搖籃」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需要提高香港公共事務
管理的水平。
為此，他提出三點希望，希望該項目實施
過程高標準、嚴要求，統籌考慮香港公共事
務和公共領域，統籌考慮大灣區建設，對教
育安排和培養模式予以創新；希望學員能端
正學習態度，提高政治站位，克服各種困
難，圓滿完成學習的任務；希望該項目多辦
幾期，成為培養大灣區建設政務人才的「搖
籃」。

首屆入學的 30 名新生來自香港社會不同
工作領域，包括區議員、公務員、商業組
織、非營利組織成員等。
2018 級香港政務人才項目新生代表黃馳
表示，在香港的發展中，年輕人擔負着非
常重要的責任。改革開放 40 年來，祖國在
發展之路上屢創輝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和智慧。相信香港政務人才項目的學員們
一定能在課程裡融匯所學，深化對祖國發
展道路的認識，成長為促進香港以至祖國
未來發展的先鋒力量。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
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等出席開學典禮。

黃廷方基金捐千萬助學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
士 （EMPA） 香 港 政 務 人 才
項目首屆開學典禮上，香港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廷方慈善基金副主席黃永光
代表黃廷方慈善基金捐贈 1,000 萬元設立「黃廷
方獎學金」 ，獎勵和資助該項目優秀學員。首
屆入學的30名新生皆獲得不同等額的獎學金。
據悉，首批30名學生中有4人獲得全額新生獎
學金，9 人獲得半額新生獎學金，17 人獲得新生
獎學金。

&

黃永光：感恩國家為港育才
黃永光在致辭中說，感恩國家對香港的厚愛，
為香港高級管理人才的培養量身定製，設置了政
務人才培養項目，也感恩我們正處在一個中華民
族大發展的新時代。他說，他與在座的學員年齡
相仿，都有一份奉獻香港社會的熱情。「香港回
歸祖國 21 年，我們和香港一起成長，經歷了香
港的繁榮，也和香港一起面臨挑戰。
香港的繁榮和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密不可分。香
港要保持穩定繁榮，需要更多知國情、懂港情，
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希望
和在座的各位青年精英一起，傳播正能量，為香
港的美好明天多做貢獻。」
黃廷方慈善基金是全國政協委員、信和集團主
席黃志祥，為紀念先父、信和集團創辦人黃廷
方，並繼承黃廷方樂善好施的傳統，由黃氏家族

■香港信和集團副主席、黃廷方慈善基金副主席
黃永光（左）向清華大學捐贈一千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出資於2010年成立。
自成立以來，黃廷方慈善基金重點支持教育、
醫療、文化、體育、養老等民生發展，注重扶貧
濟困，資助弱勢群體、社會福利事業，也特別關
注支持內地建設，致力於推動構建可持續發展的
健康和諧社會。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黃廷方慈善基金在中國
內地、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廣泛捐助社會公
益，累計金額超逾 19 億元。僅向清華大學捐贈
金額已近5,0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開 學 打 卡

昨日是不少學
生的開學日，民建聯沙田區議員李世榮
昨日亦在 facebook 發帖說「我也開學
了」，指自己昨日去到北京清華大學開
學，修讀其第二個碩士學位。他形容，
是次課程非常特別，內容是專門傾向香
港公共管理，課程中還要去英國短時間
上課，「清華大學充滿學習氛圍，看到
很多學生把握機會交流、發問，整個校
園都很有活力。」 圖︰李世榮fb圖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