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學院培訓 拓深公僕視野
課程借鑒香港經驗 配合國家接軌國際

此次培訓項目內容包括：深圳市法制辦大
灣區法治融合和法制環境建設專題研究

赴港項目、深圳市大鵬新區城市品質提升研究
專題赴港項目、深圳市南山區廉潔政府建設研
究專題赴港項目、深圳市寶安區社會基層治理
體系建設研究專題赴港項目、深圳市安監局安
全城市建設研究專題赴港項目、深圳市市場監
管委深化營商環境改革專題研究赴港項目、深
圳市政法委大灣區法治融合和法制環境建設專
題研究赴港項目、深圳市公安局深化營商環境
改革專題研究赴港項目和深圳市政府公共關係
與傳播力專題赴港項目。

政界專家學者講授
在專題演講中，學院邀約了一大批來自香
港政商高層、專業學者、法律專家、資深媒體
人士、著名主持人等具影響力、專業水平突出
的愛國愛港師資隊伍，包括：香港特區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資深大律師譚惠珠，香港立法
會前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香港行政
會議非官守議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名譽副官、香港律師會大中
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江天，香港廉政公
署首位華人副廉政專員郭文緯，港專學院及香
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全國政協委員陳卓禧，
香港警務處前高級助理處長鄧厚升；香港消防
處前處長黎文軒，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郭一鳴，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何亮亮，香港電
台及電視節目主持、管理學博士李燦榮，蒞臨
學院為學員們進行了精彩授課。

參訪港府部門取經
此外，學院教學中還安排了考察參訪，帶
領學員拜訪了多個香港特區政府部門、公營機
構、企業單位、社福機構、政府諮詢架構委員
會、專業團體、大學法律智庫等考察點，包
括：民政事務總署、廉政公署、消防處、稅務
局、海關、警務處、知識產權署、競爭事務委
員會、律師會等。
此次參訓的深圳公務員人數將近180名，皆

為局、處、科級的領導幹部，呈現出學歷高、
知識廣的特點。他們在研修課程中表現積極、
提問熱烈、思考深刻，與授課老師和香港公務
員積極互動，氣氛十分活躍，展現出深圳公務
員應有的朝氣和良好風貌。

學員好評讚收穫豐
有參訓學員表示，研修班的講課、交流和
服務安排都精心，受益匪淺；亦有學員表示教
師授課有內容、有深度，實地考察生動、接地
氣，又讚揚學院的後勤保障給力和服務品質
佳。
大公國際傳媒學院成立4年以來，始終秉承

百年《大公報》「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的傳播理念，堅持以「香港優勢，國際視野，
一流師資，流動課堂」為辦學特色，搭建海內
外政府與傳媒、企業與傳媒、傳媒與傳媒間溝
通交流的平台，深化兩地交流。到去年底，學
院共培訓人數將近2,000名公務員、企業家、
學校骨幹老師、學子等參訓人員。

品牌課程 深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國際傳媒學院（下稱學

院）承辦的9期「深圳市公務員赴港培訓項目」，於去年9月中旬至11月下旬

在香港圓滿舉辦。這是學院與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連續第四年合作。

本次參訓的近180名學員們讚揚課程設計具針對性，師生互動積極、活潑，授

課與考察結合得當、關聯性強，教學與生活管理專業、貼心，實屬高端的學習

享受。學院成立於2014年，成功搭建海內外政府與傳媒、企業與傳媒、傳媒

與傳媒間溝通交流的平台。課程與當今國際時勢接軌，也是國家所需，大獲學

員好評，紛表收穫頗豐。

香港文匯報訊 大公國際
傳媒學院在深圳人社局指導
下研發了面向深圳市法制
辦、深圳市政法委、深圳市
公安局、深圳市安監局、深
圳市市場監管委、深圳市寶
安區等公務員團隊的6期嶄
新課程類型專題項目。新課
程與當今國際時勢接軌，也
是國家所需，大獲學員好
評，紛表收穫頗豐。
其中，深圳市法制辦大灣

區法治融合和法制環境建設
專題研究的研修目標是學習
香港執法部門的內部規範化
管理，以及香港執法機構對
社會的監管能力。深圳市政
法委大灣區法治融合和法制
環境建設專題研究赴港項目
聚焦香港與內地法律制度，
探討大灣區建設中的法制環
境建設。深圳市公安局深化
營商環境改革專題研究赴港
項目以學習借鑒香港在知識
產權保護方面做法為目的，
探索在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
如何做好產權保護工作。
此外，深圳市安監局安全

城市建設研究專題關注安全
城市建設，旨在幫助深圳市
安監系統幹部學習借鑒香港
安全生產有關經驗，並提升
安全宣教工作水平。
深圳市市場監管委深化營

商環境改革專題研究聚焦
「營商環境改革」，讓學員理解香港政
府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有關做法及加深對
香港社會認識。深圳市寶安區社會基層
治理體系建設研究專題側重香港社會基
層治理體系建設，學員們還實地考察觀
塘區議會、香港善導會、香港工聯會地
區服務處，體會香港基層治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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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大公國際傳媒學院
深化兩地交流，搭建海內外溝通交流
的平台。與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局連續第四年合作，至今共同承辦
了共26期赴港專題項目。此次承辦的
9期班，延續開展了學院品牌課程
「提升公共關係與傳播力」、「國際
化城市建設與現代服務業發展」及
「廉政建設」3個專題項目。
深圳市政府公共關係與傳播力專題

赴港項目旨在理解與學習香港政府在
處理公共關係及應對媒體方面的寶貴
經驗，就香港政府新聞處、香港警務
處新聞發佈、政府形象維護、公共關
係處理等方面做法展開交流學習，也

邀請了資深傳媒人講授新媒體時代下
的輿情應對、歐美政府媒體應對機制
等專題。
深圳市大鵬新區城市品質提升研究

專題赴港項目旨在學習香港在城市規
劃與建設、更新與重建方面的理論與
經驗，以期為大鵬新區乃至深圳市的
未來城市規劃建設、品質提升提供有
關經驗。
深圳市南山區廉潔政府建設研究專題

赴港項目旨在學習廉潔政府建設經驗，
學員們聆聽了多位香港廉政公署、警隊
前高層及法律、傳媒等界別專業人士的
授課分享，並與授課老師就「廉潔政
府建設」展開了深入探討交流。

▲學員到香
港律政司刑
事檢控科參
訪。

◀香港消防
處資深消防
主任為深圳
市安監局學
員 講 解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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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借劃線喪拉國歌法
爭拗是否傳統做法 張國鈞：有記錄證重複發言才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
伍倫貢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昨日公佈2018年畢業生升學及就業
情況。在2,300名受訪者中，有78%
選擇繼續升學，當中不足一半升讀政
府資助課程，較前年超過五成的比率
略低。另有19%人選擇就業，平均月
薪15,838元，較前年上升6%，最高
薪者是擔任經理的工商管理副學士畢
業生，年薪高達96萬元。

78%受訪者續升學
城專聘請獨立調查機構於去年11

月至12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
上學年畢業生的升學就業數據，發
出超過2,600份網上問卷，當中約
2,300名畢業生回應。報告顯示，約
78%受訪者繼續升學，當中47.9%升
讀政府資助課程，較前年超過五成
略低，其中54%人升讀城大，教大
及理大各約佔 10%，其餘升讀浸
大、中大、港大、科大、嶺大的人
數佔比依次遞減。
選擇升讀自資課程的畢業生佔

33.9%，較前年的30%略高，當中包
括12%選擇政府資助院校提供的自
資學位課程，21.9%升讀自資學士院
校的學位課程。

受訪者中有19%選擇全職就業，有七成人
在一個月內找到工作，平均月薪達15,838
元，較前年的14,934元上升6%。其中，社會
科學類課程畢業生平均人工達17,921元，較
前年16,249元上升，科學與科技平均月薪為
14,481元，亦較前年的13,095元上升，而商
業僅達14,985元，較前年的15,450少。至於
歷屆最高人工的畢業生出現在商業課程，有
擔任經理的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生，年薪高
達96萬元。
副校長（策劃）蔡耀權認為，經濟環境改

善等因素使畢業生人工上漲，而社會科學類
課程畢業生平均人工上漲，料是受惠於社工
人工上調。
今年文憑試即將結束，城專將於下月14日

結束首輪申請。蔡耀權透露，專上院校需要
應付學生人數下跌
及自資院校競爭，
城專在新學年未有
開辦新課程，但未
來料配合政府人力
資源需求，開設創
意產業、旅遊相關
的高級文憑課程，
希望納入「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以吸引更多
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
府於今年初正式推出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讓公共交通開支較高的市民減輕交
通費用負擔。工聯會一項調查發現，
92.8%受訪打工仔認為計劃的津貼額並不
足夠，79.3%受訪者更認為對紓緩日常開
支幫助不大，亦有近80%受訪者認為每
月交通費需達400元申領門檻太高。工聯
會批評現行計劃的補貼金額僅屬「小恩
小惠」，加上調查發現約38%受訪者於
今年遭凍薪或減薪，呼籲政府降低申領
門檻至300元或更少，同時調高補貼金

額。

近四成工友今年凍薪
工聯會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於上月

成功訪問了307名會員，約37.3%受訪者
於今年遭凍薪、0.9%受訪者更遭減薪。在
獲得加薪的受訪者當中，多達76.8%加薪
幅度低於6%。
文專總會副會長兼權益及社會事務委員

會主任陳勇華引述摩根士丹利預測指出，
香港今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將放緩至
2.4%，較 2017 年的 3.8%及 2018 年的

3.3%為少。他表示，在經濟前景持續不明
朗的情況下，住屋、食物及電費等日常開
支亦不斷增加，75.7%受訪者認為今年的
薪酬調整未能追上通脹，另有55%受訪者
對來年整體經濟情況感悲觀。
對於今年推行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文專總會權益及社會事務委員會委員
黃遠康指出，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每月
的交通費開支約為400元至800元(45%)，
其次為801元至1,000元(21.6%)。
他續說，按照現行計劃計算，交通費開
支水平介乎400元至800元者，每月最多

只可獲100元補貼；交通費開支水平介乎
801元至1,000元者，最多亦只能獲150元
補貼，其實分別只佔總交通開支的12.5%
及15%，僅屬「小恩小惠」。
黃遠康表示，鑒於現時符合公共交通費

用補貼計劃的門檻過高，且訂定補貼金額
的百分比及金額上限或令短中途的乘客受
惠有限，建議政府優化計劃，包括降低符
合計劃的門檻至300元或更低金額、提高
補貼金額的百分比至最少為三分一及補貼
金額上限，從而讓更多市民受惠。
陳勇華亦指，綜合今年度通脹水平及調

查結果等多方面因素，建議全港各大小僱
主向僱員加薪5%，多與僱員分享經濟成
果，共度時艱。

工聯倡交通補貼降門檻至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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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昨舉

行第九次會議，繼續逐條審議《國歌法》第四、五、六條的相關內

容。在第五條審議至尾聲時，多名反對派議員又藉「劃線」問題拉

布，稱法案委員會有不「劃線」的傳統，主席判定議員發言重複才可

以劃線。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表示自己記錄了議員的發言，並非主

觀臆斷議員提問重複，最終成功劃線。

昨日的會議主要審議國歌法第五條。
在審議至尾聲時，反對派再就「劃

線」拉布，民主黨議員許智峯聲稱法案委
員會有不設劃線的傳統，稱劃線是「濫
權」。公民黨的張超雄稱事務委員會因有
既定議程和時間限制，劃線是可以接受的
做法，但法案委員會的決定影響深遠，除
非有緊迫性，一般不設劃線，在主席判斷
議員出現重複、無聊、瑣碎才可以劃線。
張國鈞回應指，自己在主持會議期間，
有詳細記錄議員的發言，如果判定議員發
言和官員回答已經開始重複，就會提前通
知劃線，而法案委員會的指引寫明，一般
要在三個月內完成審議工作，劃線是希望
有效審議，以後在主持會議時也會遵循以
上原則。

周浩鼎：劃線推進會議可取

在徵詢議員意見並獲同意後，張國鈞允
許在劃線之前沒有按鈕但仍有問題要問的
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和黃碧雲可以再發言一
次。民建聯議員周浩鼎亦表示，主席有權
決定發言時間多寡，用劃線方式推進會議
進程是可取的。
許智峯在提問時，在立法會的宣誓儀式

奏唱國歌會不會影響立法會的獨立性，以
及香港市民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回應
指，特區政府有責任進行本地立法，全國
性法例中有列出奏唱國歌的場合包括憲法
宣誓儀式，該儀式適用於各級人民政府、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法院，將其套用
於香港則包括立法會和行政機關、司法機
關的宣誓，完全體現了國歌法的精神。
「人民力量」陳志全提問稱，倘有候任

議員在奏唱國歌環節沒有唱國歌，該議員

會面臨什麼樣的法律後果。鄧忍光指出，
奏唱國歌環節屬宣誓一部分，故若沒有奏
唱國歌有可能被視為未完成宣誓儀式。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即提問，立法會議員

在宣誓時沒有唱國歌是否會因此讓宣誓被
視為無效，會不會有議員因此被DQ（取
消資格）。

鄧忍光：無規定議員宣誓
鄧忍光表示，國歌法只規定奏唱國歌的

行為，對於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宣誓及
聲明條例》和基本法104條已經有明確規

定，國歌法無意改變現有法例。
「熱血公民」鄭松泰稱，《國歌法》

對於樂器有無界定。鄧忍光表示國務院
即將公佈新版本的官方錄音，並提供包
括交響樂、管樂和鋼琴三種曲譜供大家
使用，曲譜中會對樂器提供指引。「議
會陣線」議員區諾軒稱，大律師公會建
議剔除整個第二部——「奏唱國歌」的
條文，政府有無考慮其意見。
鄧忍光表示，已知悉大律師工會的意

見，但在本地立法時要考慮全國性法律
的精神，所以保留第二部。

■■立法會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現場委員會審議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深圳市公安局學員與老師互動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