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完成一連兩日

北京訪問行程，其間與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
流團參與連串慶祝和交流活動。昨日下午並獲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蔡達峰會見，傍晚與國家
教育部官員會面，交流互動。他昨日還參觀中國
科學院、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並在清華大學出
席交流會和專題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楊 潤 雄 訪 京

「三通」助港抓灣區帶路機遇
張建宗：高鐵大橋「蓮香」口岸陸續開通 港邁融入大局新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今天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 周年大日

子，適逢今年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意義重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祝願祖國

富強昌盛、國泰民安、香港繁榮穩定，

又指香港已進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

階段，「三通」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

將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以至「一帶一

路」的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亦為香港創

造更多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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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舉辦「公眾開放日」的那幾天，
密集看到了一些參觀市民的感想，其中最
有意思的是一位小朋友說，原以為中聯辦
就是放着一排一排的電腦，想不到還有健
身活動室。其實從人員構成看，中聯辦是
一個很年輕的機構，大部分人都是在最年
富力強的年華，從內地來到香港，付出自
己最精力充沛又富有工作熱情的幾年。自
然，這些人也特別「有意思」。

第一種「有意思」是特別能「折騰」。
內地有一句話，叫做「鐵打的營盤流水的
兵」，用來描述中聯辦的員工非常貼切。

來自五湖四海的同事初到香港，總會有很
多好奇，有些人用相機收藏這個城市的美
麗，有些人則用腳丈量這片土地的豐富。
「可惡」的是他們並不滿足於成為「行山
發燒友裡最能拍照的」或者「攝影愛好者
裡最能跑步的」，沒多久就變成了專業攝
影人士，變成了馬拉松運動員和麥理浩徑
的「鐵粉」，「鞭策」其他同事也投入到
將愛好變成技能的自我提升中。

第二種「有意思」是特別能「感懷」。
倒不是說逢年過節常會有同事在社交平台
上發個五言七律，寫張「二王」行草，而
是在香港的時間越久，越能感受到這片土
地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力。清早西環的
食環署工人、周末北角街頭擺地攤的小

販、金鐘中環健步如飛的白領，總能激發
我們維護好香港繁榮穩定、守護好「一國
兩制」的責任感。情懷是一種很神奇的東
西，令人忘記狹隘的自己，而將全部的家
國情懷投射於工作中，賦予它飽滿的感
情、無限的投入和高度的期許。愛一個
人，也莫過於此吧。

第三種「有意思」是特別能「奮鬥」。
記得大學畢業的時候求職簡歷上都會有一
欄「個人特長」，常規寫法是寫一些琴棋
書畫這類風花雪月的。來了香港才發現，
如果要向中聯辦投簡歷找份工的話，「個
人特長」這一欄寫「熱愛加班」肯定有加
分，因為周邊的同事們顯然都是物以類聚
來到了這裡。科比見慣了凌晨四點的洛杉

磯，而凌晨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的香港
我們都見過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召喚
神龍？

當然，最最最「有意思」的，是和這些
「有意思」的同事一起工作，一起成為中
聯辦與香港、香港與祖國的點點滴滴。香
港是一個「英雄莫問出處」、吸引了全世
界人才的國際都會，中聯辦也是一個吸收
了祖國大江南北諸多人才、充滿理想抱負
的地方，兩種匯聚交織於此，頗有點殊途
同歸的意味，不禁令人期待將會擦出怎樣
的花火未來。

借用馬雲的一本書名，「未來已來」，
請相信「有意思」的中聯辦人會努力讓香
港變得更加豐富有趣且精彩。

「有意思」的中聯辦人
台務部 陳欣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從他早前參
與高鐵開通儀式並乘坐「動感

號」列車談起，指高鐵香港段連接全
國高鐵網絡，貫通香港、深圳、廣州
三個大灣區龍頭城市，亦將香港連接
至內地各大城市，促進區域緊密連
繫，進一步增強協同效應，創造無限
發展機遇。
他指出，過去40年來，國家發展一
日千里。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
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國內生產總
值（GDP）超過80萬億元人民幣，佔
全球GDP15%，在國際政治、經濟、
科技等領域有舉足輕重地位。國家在

多方面取得輝煌成就，身為中國人實
在感到非常自豪。

港是內地最大投資來源
他提到，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同

步邁進，從不缺位，既是貢獻者，
亦是受惠者。在國家改革開放初
期，香港企業是首批到內地發展的
投資者。
港商以資金、技術、經驗和人才支

援國家改革開放，而香港亦受惠於國
家高速蓬勃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他又指，香港至今是內地最大的外

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截至去年底，港資佔內地累計吸收

境外投資總額的53.1%。香港是連接
內地和國際市場的中介橋樑，是國家
對外開放「先行先試」的試驗田，以
及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
向服務平台。
張建宗表示，香港已進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新階段，三項加強香港與
內地連繫的重大基建項目，包括已通
車的高鐵以及將陸續開通啟用的港珠
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將為香
港在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的發展
奠下良好基礎。
香港亦需不斷壯大實力，力求進

步，與時俱進，才能穩坐國家發展的
「快車」，全速向前邁進。

■中聯辦早前舉辦「公眾開放日」活動。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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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施會日
前公佈的《香港
不平等報告》指
出，香港貧富懸

殊情況進一步加劇。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昨日在其網誌上發表文章指
出，不少評論都將香港稅前及福利轉
移前的收入不均堅尼系數，與其他地
區的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的相關堅尼系
數比較，「這是蘋果與橙的比較，亦
不公平。」
他指出，若要評論政府的政策是
否有效，便應看稅後及福利轉移後
的堅尼系數，即香港的0.473而非
0.539。
惟他亦承認，香港收入不均之高
屬不爭事實，特區政府會繼續改善
勞工及福利政策，但亦需考慮整體
社會的接受及吸納能力。
羅致光指，香港與其他已發展地
區一樣，均面對貧富懸殊不斷加劇

的現象，特區政府已先後兩次設立
扶貧委員會，協助政府制定扶貧政
策，有關工作會持續進行。
他續說，特區政府現時唯一可明

顯影響稅前及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
數的政策，只有法定最低工資，其
他政策如稅收與福利的效果，只會
在稅後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反
映。
他指，香港收入不均之高，是不

爭事實，但香港實行低稅政策，最
高的標準稅率亦只是15%，相對加
拿大的最高邊際稅率的33%有天淵
之別。
他指特區政府近年已加大力度推

行勞工與福利政策，令稅後及福利
轉移後的堅尼系數有輕微的下降，
而單是2018 ／19年度的社會福利經
常性開支預算便史無前例地按年增
加21.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改善勞福政策 需看社會「吸力」

超 強 颱
風 「 山
竹」早前
襲港，把

不少樹木連根拔起，至今已有
4.6萬多宗樹木倒塌個案。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指出，政府正積
極安排補種樹木，包括種植更
多具更強防風能力的原生品
種，此舉亦有助提高生物多樣
性。路政署亦已開展試點計

劃，以多種原生及歸化植物品種，更替
公路斜坡上老化及結構狀況欠佳的台灣
相思。
「山竹」9月16日襲港後，香港廣泛
地區樹木受破壞，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
指，政府各部門已竭力善後，清理塌
樹，移走折斷的樹幹、枝幹，更有公司
和團體組織義工隊，提供協助。

早前他便到西區堅尼地城海旁，探訪參
與清理工作的義工，感謝他們撥出時間為
社會出一分力，讓社區恢復整潔面貌。
他又指，前日連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
任陳國基和海關關長鄧以海到石澳泳
灘，與由６支紀律部隊人員組成的義工
隊一起清理塌樹、收拾垃圾。一些承建
商員工也組成志願義工隊協助清理。他
感激各位義工熱心參與、無私付出，發
揮互助精神到各區服務，協助加快清除
塌樹及斷枝碎屑。
他強調，樹木是生活環境的重要部分，

各部門會積極安排補種失去的樹木。他引
述樹木管理辦事處總監高韻儀指，在「植
樹有方、因地制宜」的大前提下，主張種
植更多原生品種，此舉不單有助提高生物
多樣性，且原生品種本身已適應本地氣候
環境，較外來品種有更強的防風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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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到石澳黃偉綸到石澳
泳灘協助清理塌泳灘協助清理塌
樹樹。。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本港少數
族裔想要融入社會，掌握中文是一項關鍵元
素。民建聯最新調查發現，絕大部分非華語
（Non-Chinese-Speaking）學生認同學習中
文有助融入本地生活，惟當中逾六成人表示
學習過程存在困難，主要源於身邊缺乏理想
學習環境。調查建議政府應檢視對相關學校
的支援，資助志願機構設立廉價補習班，並
宜為非華語學生設立「中文第二語言課程」
及相應公開考試，多方面提供協助。
民建聯本年6月至8月以問卷方式街訪349

位少數族裔中小學生，超過九成人認同學習
中文對於學業、事業及融入社會是很是重
要。不過，有六成學生直言學習中文比較困
難，最多學生認為困難在於「沒有懂中文的
朋友可以交流」，其次為「日常生活缺乏練
習機會」和「聽唔明中文」。

近半學生課堂外不用廣東話
調查並發現，超過七成受訪學生父母完全
不懂書寫或閱讀中文，另有近三成學生父母
不懂說廣東話。
此外，近半學生直言甚少以至從不在課堂
以外場合使用廣東話與人交談，亦甚少接觸

中文書、廣東話歌、普通話歌或電影等中文
資訊。
至於有關學校支援方面，調查指出只有不

足四成學生表示學校在課堂內有額外支援，
包括設立「抽離班」、使用調適版的課本與
教材；惟調查同時清楚指出，獲額外支援的
學生，學習中文的困難度是有明顯下降，說
明有關支援對學習中文十分重要。
來自菲律賓的城大學生Katrina能說一口
流利廣東話，然而閱讀及書寫中文對她來說

非常困難。
她指中小學的課程銜接尤其重要，對提升

學生的中文程度有莫大幫助。
參與少數族裔工作多年的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表示，香港非華語學生總數不斷增加，政
府有必要盡快設立「中國第二語言課程」，
將其定義為內容較淺易並適合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課程，與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文科脫鈎，
並配合專屬的公開考試，以提升學生的中文
能力及課程的實用性。

民記倡增資源助少族生學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發
現全球首宗由老鼠傳染人類的戊型肝炎
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衛生防護中心正評估個案及了解病毒傳
播途徑，食環署在全港18區已就滅鼠展
開不同工作，包括針對小區及後巷加強
滅鼠，杜絕鼠患。陳肇始早前更曾落區
視察鼠患問題。
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

衛生防護中心因應港大公佈的戊型肝炎個
案研究作出評估，現時病毒傳播途徑仍有
待調查，強調政府不會掉以輕心。
她表示，前日曾到3個地區視察鼠患

問題，包括56歲男患者居住的彩雲邨，
以及鼠患指數較高的觀塘區及荃灣區。
她續說，食環署會加緊工作，又強調
不會只按鼠患指數去滅鼠，食環署已就

18區滅鼠展開不同工作，亦會特別針對
一些衛生黑點，包括在小區、後巷杜絕
鼠患。「一直以來食環署都有就鼠患指
數進行監測，在不同的地區會有些分
別，當然不單因應鼠患指數做工夫，因
為每個地區的民政事務處人員、食環署
總監及區議員，他們都清楚區內哪些地
方最需要滅鼠。」
對於有意見認為颱風「山竹」吹襲後
的善後工作進度太慢，令鼠患情況加劇，
陳肇始指各個部門已密鑼緊鼓，可以說是
以很快的速度，疲於奔命地正在做很多工
作，食環署亦已增加外判服務，並已加強
人手調配，加快清理垃圾，其他部門亦已
加緊移除塌樹及清理溝渠。
她表示會繼續在杜絕老鼠的食、住、
行這三方面加強滅鼠。

應對戊肝鼠傳人 全港追殺老鼠

■■報告建議報告建議，，當當
局應為學校提供局應為學校提供
指引指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詹漢基 攝攝

■■張建宗張建宗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