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事保護是
指中國政府和
中 國 駐 外 外

交、領事機構維護海外中國公民
和機構安全及正當權益的工作。

領事保護的實施主體是中國政
府及其派駐國外的駐外使領館。
中國目前有270 多個駐外使領館，
他們都是實施領事保護的主體。

領事保護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外
交途徑向駐在國當局提出交涉、
表達關切或轉達當事人訴求，敦
促其依法、公正、及時、妥善地
處理。領事保護的法律依據，主
要包括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有關
國際公約、雙邊條約或協定以及

中國和駐在國的有關法律法規。
領事保護的內容是中國公民、

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主要包
括：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必要
的人道主義待遇，以及與我國駐
當地使領館保持正常聯繫的權利
等。

需要注意的是，領事保護不是
萬能的，中國駐外使領館在駐在
國沒有行政和司法權力，不能使
用強制手段，不能代替個人主張
其權利，只能通過外交途徑敦促
駐在國依法、公正、公平處理有
關案件，及協助當事人維護合法
權益，但不能超越領事職務的許
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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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為了香港同胞的安全

香港是國際大都市，香港居民出國工
作、留學、經商、旅遊頻繁。據統計，香
港每年人均出境旅遊高達11.4次。作為中
國公民，香港同胞享受遍佈全球的中國270
多個駐外使領館提供的領事保護與服務。
不論是在格陵蘭的寒冬，還是在巴厘島的
酷暑；不論是在尼泊爾餘震未消的災區還
是在利比亞戰火紛飛的戰場；不論是丟失
證件、遭遇車禍、生病住院，還是通關遇
阻、違法被拘、陷入恐襲，中國外交、領
事人員都會第一時間為香港同胞提供力所
能及的救助，幫助紓解困境，脫離危險。

香港回歸祖國21年來，中央政府始終秉
持「港人安全無小事，同胞利益重泰山」
的理念，建立了外交部、駐港公署、駐外
使領館和特區政府「四位一體」涉港領保
工作體系，妥善處理了13,000餘起涉港領

保案件，為香港同胞提供了「全天候、零
時差、無障礙」的領事保護和服務，讓香
港同胞共用國家發展成果，感受中央政府
關懷。

外交部駐港公署高度重視涉港領事保護
工作。謝鋒特派員多次強調，我們要努力
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不斷完善涉
港領保機制，為香港同胞提供更高效、更
快捷、更貼心的領保服務，把溫暖送到每
一位遇到困難的香港同胞和家人的心裡。

為了香港同胞的安全，我們面向香港高
校、旅遊界和社區開展領保宣介，提高香港
同胞的安全防範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為了
香港同胞的安全，我們及時發佈海外安全提
醒，為香港同胞提供全面、準確、及時的安
全資訊；為了香港同胞的安全，我們不斷更
新和完善重大涉港領保案件應急處理機制，

提升工作效能；為了香港同胞的安全，我們
聯合特區政府赴涉港領保案件多發的日韓、
東南亞等地實地考察，更加有針對性地開展
工作。

為了幫助香港同胞更好地了解涉港領事
保護，幫助即將走出國門或已經身在海外
的香港同胞築起安全屏障，外交部駐港公
署同香港文匯報合作，開闢「祖國在你背
後」涉港領保專欄。我們邀請在一線工作
的中國駐外使領館領保官員，結合自身處
理涉港領保案件的經驗和體會，講述感人
至深的領保故事，介紹領保常用知識，希
望讓香港同胞能從中得到啟示，繃緊安全
防範這根弦，今後在海外旅行更加順利、
更加愉快。

衷心祝願香港同胞平平安安出行，高高
興興回家！

——「祖國在你背後」涉港領保專欄開篇語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香港
城市大學最新的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
指數調查顯示，今年第三季度香港的
總指數較上一季度下降3.0%，錄得
84.2，回落至2017年第一季水準，排
名再次在四地中墊底。其中，香港消
費者對就業和生活狀況信心足，指數
絕對值均超過100分，處於「頗有信
心」區間；對經濟發展和投資股票信
心較上一季度則明顯下滑，是拖累第
三季度消費者信心總指數下降的主要
原因。此外，港人對購買房屋的信心
雖然連續三個季度有所回升，但仍是
6個分項指數中最沒有信心的部分
（見表）。
兩岸及港澳消費者信心指數於2009

年首季面世，之後每季公佈一次，以
了解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四地消
費者，對當地經濟、就業、物價、生
活、購買房屋、投資股票等6方面的
信心。
每項指數最高分為200分，表示受

訪者「信心飽滿」；最低分為0分，
即受訪者「全無信心」。指數低於
100分表示受訪者「信心不足」、高
於100分則表示「頗有信心」。
該項調查由分別位於四地的5所大
學聯合進行，其中香港地區的調查由
香港城市大學負責，於上月11日至本
月2日共訪問了1,002名年滿18歲並
在本地常住的本港居民。

整體結果顯示，四地中以內地消
費者信心最高，錄得99.3分，澳門
獲90.29分居次，台灣錄得85.11分
位列第三，香港以84.2分排榜尾。
從環比看，內地、台灣、香港三地
指數均有不同程度回落，澳門則有
所回升。

港人最憂心置業物價
在指數涵蓋的六大範疇中，香港消

費者的最大擔憂仍是置業，單項指數
只得51.0分，雖較上一季度顯著上升
22.3%，但仍處於甚低水平。
物價狀況也是港人較為憂心的範

疇，指數錄得71.7分，較上一季度上

升4.8%，顯示市民對物價水準滿意度
有所改善。
經濟發展和投資股票方面是第三

季度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的重
要動力。其中，經濟發展指數為95.2
分，較上一季度下降8.0%，顯示市
民對經濟發展並不樂觀；投資股票
指數為82.7分，較上一季顯著下降
7.9%。
就業狀況和生活狀況是香港消費者

頗有信心的領域。其中，就業狀況指
數錄得 101.6 分，較上一季度下跌
7.6%； 生活狀況指數錄得103.2分，
較上一季微降3.9 %，是港人當季度
最有信心的範疇。

四地消費信心 港再次包尾
四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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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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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由於列
車運行圖調整，內地網上售票平台12306網站在暫
停售票一周之後，昨起恢復開售廣州南站、深圳北
站和福田站11日起至香港的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登陸12306網站發現，此前

顯示「停售」的車次，全部重新對外銷售。調整
後，廣州南開往香港的列車仍為34趟，深圳及福
田站亦未發生變化。不過，部分車次開行時間有所
調整，但幅度不大。如廣州南每日發往香港的最後
一趟列車，發車時間由原來的21:36分，調整至21:
37分，即往後延後1分鐘發車。由於放開銷售，此
前經停廣深港各站的列車票源緊張的局面，亦有所
緩解，顯示票源充足。
此前一周時間，12306網站停止發售10月11日

至31日的車票，其中，從廣州南站發往香港的30
趟始發車，全部停售，只保留銷售從長沙南、昆明
南、北京西、上海虹橋站經停廣州南站的4趟車車
票，深圳北站和福田站亦有30多趟車停售。香港
北上高鐵則未受影響。

KOL推薦未必好
逾半大專生稱中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社交媒體興
起，令不少年輕人成為網絡KOL（意見領
袖/網紅），透過推銷消費品而獲得豐厚收
入，但在近年KOL氾濫情況下，其言論又
是否可信？浸會大學早前就此議題進行相關
研究，發現七成大專生曾因KOL推薦而購
買消費品，卻有超過一半受訪者直言，產品
質素不如預期。
浸大國際學院媒體傳播副學士課程於今年

5月就上述議題以問卷訪問475名大專生，並
與近50人進行焦點訪問。研究結果指，七成
大專生曾在KOL推薦下而消費，包括購買
電子產品、旅遊產品、潮流服飾及餐飲服
務，其中KOL於餐飲消費對大專生影響尤
為顯著。研究結果顯示，逾半數受訪者在購
買獲推薦產品後，發現產品質素未如推薦的
好，當中以餐飲消費類別情況最嚴重。而超
過三成受訪大專生認同賣廣告是KOL主要
工作，他們不一定只推薦質量好的產品。
研究結果顯示，大專生認為KOL的首要

成功因素為其「言論的可信性」，其次分別
是「媒體製作技巧」及其「言論的專業
性」；另KOL的政治取態是否與自己相
同，亦是大專生所重視的關鍵因素之一。
負責研究的課程講師謝瑋陞及鄭嘉麟認

為，KOL推銷消費品背後有商業目的，言論
未必夠全面，建議消費者應多參考不同資訊
及意見，作出精明選擇。
另外，香港近年變得泛政治化，年輕人十

分重視KOL政治取態是否與自己一致。他
們又指，社交網絡上追隨與自己態度相近的
人，形成學術上所指「回音室」及「同溫
層」，可能加深網絡使用者既有立場與態
度，不利多元意見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家教育部
公佈2019年內地免試招香港學生計劃的安
排，今年參與的內地高等院校增加7所至
109所，首次包括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
學院及中央美術學院等全國知名藝術類學
府，而由香港中學校長推薦的「校長推薦計
劃」名額，亦增加至8名。
除了演藝人才輩出的中戲、央音、央美

外，今年新增加入免試招港生的內地大學尚
包括湖北大學、廣東海洋大學、長安大學和
蘭州大學。香港教育局歡迎更多內地知名學
府參與計劃，讓港生有多元化選擇。
此外，「校長推薦計劃」將由每校6個名

額增加至 8 個，計劃提供比一般入學
「3322」要求更彈性安排，只要文憑試4個
核心科成績總和達10分或以上，且每科分
數不低於2分亦可獲取錄。
2019年文憑試考生可於明年3月1日至20
日透過網上預先報名參與計劃，並於3月11
日起進行現場確認和繳交報名費，各內地大
學或會根據報考資料安排面試，錄取名單在
7月底公佈。特區教育局與國家教育部亦會
於今年12月1日及2日於會展合辦「2018內
地高等教育展」。教育展及免試收生計劃詳
情，可瀏覽www.edb.gov.hk/expo18。

「eNightLog」系統由理大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團隊研發，針對香港安老院舍環
境，採用安全和非約束式的監察技術。系
統設有多種感應器，當中近紅外線三維感
應器、超寬頻脈衝雷達感應器及環境感應
器能夠收集用家姿勢、位置、呼吸率，乃
至室溫等不同數據。
領導團隊的系主任鄭永平介紹指，透過
新開發的數據處理算法，使系統配備活動
時序追蹤功能，兼結合各種遙感及成像技

術，提供非接觸、非入侵式的監察方式，
而這創新技術已申請專利。
研究團隊曾為一所安老院舍共安裝17套

系統，並進行兩個月的測試，其間有長者
獨自離床380次，100%被成功檢測，另只
出現了兩次誤報（0.5%）。
此外，護理人員曾525次進入監察範圍

並陪同長者離床，系統檢測率亦達
100%。於系統下，長者的活動狀態及警報
通知會以文字、標誌或經處理的紅外線圖
像等形式，傳送至電腦或流動電話即時通

知護理人員。

擬連接尿量檢測儀助處理失禁
研究團隊亦有擴展「eNightLog」的功

能，連接超聲波膀胱尿量檢測儀，更能配
合電子尿片，協助處理尿失禁問題。
團隊正計劃進行大數據分析研究，以提

供更多預防性資訊，提升長者健康護理的
質素。
研究成員譚永昌表示，「eNightLog」
是綜合多元感應器的系統及平台，具可擴

展性，能連接其他可穿戴、非接觸式或遙
控等裝置，相信隨着康復醫療科技的進
步，「eNightLog」的應用前景大有可
為。
鄭永平表示，理大致力研發及應用新的

輔助及康復醫療科技，以專業知識協助構
建一個對長者友善的社會。
他特別提到，認同特區政府推動巿民建

構「智慧生活」，其中去年提出的10億元
「樂齡科技基金」即將推出，可以幫助安
老服務單位購買科技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香港面臨人口老化，估算到2040

年全港有250萬名65歲或以上長

者，當中約33萬人患有認知障礙

症，其記憶、判斷和溝通等能力會

逐漸衰退，相關的護理問題是嚴峻

挑戰。理工大學成功研發一款多功

能監測系統「eNightLog」，可於

晚間檢測長者在床上的活動與呼

吸，有助預防長者發生意外。系統

在兩個月的實景測試中，100%成

功檢測長者離床情況並警報護理人

員。有關發明並於早前的瑞士日內

瓦「第四十六屆國際發明展」奪得

金獎。

內地免試招港生
首增藝術名校

穗赴港高鐵票復售

■■理大研發的理大研發的eNightLogeNightLog系系
統可於晚間檢測長者在睡床統可於晚間檢測長者在睡床
上的活動和呼吸上的活動和呼吸，，預防長者預防長者
發生意外發生意外。。 理大供圖理大供圖

■廣深港高鐵停售車票重新開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超過一半大專生在購買消費品後，發現產
品質素不如預期。 浸大國際學院供圖

智能監測系統「老友」離床即報
助院舍防意外 理大「eNightLog」發明展摘桂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