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一誠宣佈參選澳門特首
參選宣言：按基本法施政 傾聽各界訴求 勇智解發展難題

QS大學排名 港增一校入百強

香港新聞A11

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66月月191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9
「 星 動
杭 州 ．
未 來 之

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日前
在杭州啟動，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等11所香港高校的25名大學生將
在西泠印社、浙江省人民醫院等14家企
業開展為期一個月實習。港生們均表示，
衷心感謝組委會能按每位同學的專業安排
實習崗位，為今後工作發展累積經驗，拓
展機遇。

王慧琳盼港生正確識國情
共青團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青聯
主席王慧琳在啟動儀式上表示，浙江省
青聯與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實施的香港
大學生暑期浙江實習活動已經走入第九
年，這期間共有270多名香港青年學生
在浙江度過了難忘的實習生活。「今年
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
五四運動百周年，在這樣時間節點上，
同學們參與本次活動顯得更有意義。」
王慧琳續說，改革開放以來祖國取得了

巨大發展成就，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和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而浙江
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方面也取得長足進
步。「希望同學們這期間多走多看，回去
把浙江和內地真實的情況反饋身邊親友，
努力成為傳遞『好聲音』和『正能量』的
青年使者，讓更多香港青年正確認識內
地、了解國情。」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未來
之星同學會副主席姜增和表示，青年興則
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多年來，數
不清的年輕人從浙江出發，在香港社會各
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香港年輕人應
珍惜這次實習機會，將其變成學習、體
驗、合作、交流、友誼之旅。」

姜增和冀友誼之樹繼續傳遞
「如果能通過這次實習，讓更多香港年

輕人萌生在內地創業創新的念頭，或促進
更多浙江青年到香港學習體驗，都是額外
收穫。」姜增和說，希望浙港友誼之樹能
通過這次活動，在年輕人中傳遞下去。

廖鳳嫻盼港青成未來棟樑
「香港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在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的
支持下，通過不同的資助計劃，推動社會
組織和團體在內地以至世界各地舉辦不同
的交流和實習活動。」香港特區政府駐浙
江聯絡處主任廖鳳嫻表示，希望透過實習
交流，讓香港青年擴闊國際視野、培養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成為對社會有承擔、
具領導才能、願意為香港服務的未來棟
樑。
「星動杭州」實習計劃得到香港特區政

府資助，以及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和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的鼎力支持。
同時，並得到浙江省青年聯合會、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機構的全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港「星」赴杭實習 積經驗拓機遇
是次「星動杭州」實

習計劃中，包括九龍
倉、嘉里置業等港企也
首次向香港大學生們開
放實習崗位。香港九龍

倉集團杭州公司總經理翟凱傑分享自身
在杭州的工作和生活經歷，鼓勵同學們
更多地認識和欣賞杭州，感受這座城市
的快速發展，悠久的人文底蘊，厚積薄
發的城市影響力。
翟凱傑說：「香港九龍倉集團秉承

『創建明天』的理念，發揚社企共勉精
神，以人才發展為重。我們將全力配合
和支持本次實習交流計劃活動，讓參與
學生有所收穫，有所成長。」
他期望，同學們未來積極投身兩地經

濟文化交流，尋求更多發展機會，實現
自我價值。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三年級學生林

裕博表示，早在去年12月已參加了未
來之星同學會的「冬聚浙江」活動，透
過豐富精彩的交流和參訪，讓他在短短
數天內多方面認識了杭州的發展。「因
此，我決定參加這次的實習團，利用這
一個月的時間，更全面地了解和尋求埋
藏在杭州的機遇。」
林裕博認為，身為中醫專業學生，無
論是學習還是未來工作上，都會有不少
跟內地接觸的機會，因此他一直希望體
驗內地的工作與社會環境，為將來發展
累積經驗。
他說：「我相信，透過這次的實習，
我對於自身就讀的專業及未來的工作方
向會有更全面的認識，以及更清晰的規
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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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國際高等
教 育 資 訊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今日公佈2020年世界大學排名，香
港共有5所大學躋身全球前100名，較去年
增加一所。其中香港大學維持在第廿五位，
其餘大學排名均有上升。
QS 2020年世界大學排名列出全球排名前

1,000位的大學，首三位均為美國的大學，
依次為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及哈佛大
學，其中麻省理工學院連續8年位列世界第
一。
在亞洲方面，排名最高的大學為新加坡國

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兩校並列世界第十
一位。

港大續膺本地「一哥」
香港方面共有7所大學榜上有名，其中5

所躋身全球前百強。香港大學延續本港「一
哥」地位、排名全球第廿五位，其次為香港
科技大學，排名由去年第三十七位上升至第
三十二位；中文大學和城市大學排名均較去
年稍稍上升3位，分別排名第四十六位及第
五十二位；理工大學則由去年第一百零六位
上升至第九十一位，為該校QS排名成績的

歷史新高。
其餘上榜的本港大學為浸會大學及嶺南大

學，前者排名由第二百七十七位上升至第二百
六十一位，後者則由第六百零一位至第六百五
十位，上升至第五百九十一位至第六百位。
QS分析指，香港是一個仍在積極進步的

高等教育體系，海內外學者對香港的大學表
達了積極看法，多所大學在QS學術聲譽指
標方面有所進步，顯示全球學術界均持正面
態度。
香港大學發言人就QS排名回覆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指，港大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
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多方面
力求卓越。港大確信透過實踐大學勾畫的未
來願景藍圖，致力成為亞洲的世界級大學，
將更提升港大在國際間的聲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澳門報道）澳門立法會主席賀

一誠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正式參選澳門特區第五任行

政長官。他發表參選宣言表示，若當選，必定嚴格按照憲法

和基本法履職施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定不忘初心，奮發進取，以「協

同奮進、變革創新」為理念，以「新角色、新擔當、新作

為」而自勉；必定繼續向「優化民生、多元發展」的目標邁

進，深入傾聽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聲音訴求，以更大勇

氣和智慧破解澳門發展道路上的各種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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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一誠在參選宣言

中提及要建設一個廉
潔高效的政府，對此
有傳媒直言澳門存在
許 多 貪 污 問 題 ，

「『好多利益、水好深』，要如何落
實？」對此，賀一誠笑言，「我有一
米七幾，不怕水深。」
他強調，澳門要建設廉潔政府，是

不可避免及不容質疑的問題。不過現
時尚未到合適時機詳述如何建設廉潔
政府，「可以講時一定講，不會走
數。」
對於「工會法」，他表示，「工會

法」是澳門基本法內規定的框架，應
該是一個可以進行的事情，具體立法
工作，需待其成功當選行政長官後，
再與司長及工作團隊共同研究。

指澳博彩業應健康發展
至於賭牌續期問題，他指，博彩業雖然是澳

門龍頭產業亦是稅收及經濟的重要支柱，不過
佔用了太多人力及土地資源，壓迫其他中小企
業發展，因此博彩業今後應健康發展。今屆政
府已做了中期檢討報告，賭牌數目要在博彩法
修改後才有回應空間，現時不作任何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澳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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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一誠，祖籍浙江，1957年
6月出生於澳門，現任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主席、
澳門賀田工業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澳門賀田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
務。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等職，並於
2001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工商功績
勳章，2009年獲金蓮花榮譽勳章。
2000年，賀一誠當選為澳區全國人大代

表，歷任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
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
員。
2004年起進入澳門政壇，擔任第二屆行政

會委員，2009年又參選議員進入立法會，先
後擔任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主席。2013年10
月，當選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2017年10月
連任。
此外，賀一誠與浙江的淵源頗深。他於

1992年在浙江大學修讀機電和經濟，曾任浙
江大學客座研究員，並自1987年起歷任浙江
省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屆政協委
員、常務委員會委員。

土生土長 獲勳無數

賀一誠在新聞發佈會上說：
「基於對澳門發展念茲在茲

的關切和擔當，為國家、為澳門和
居民服務的強烈願望和使命感，正
式決定參選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
他表示，自己在澳門出生、上
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人生各個
階段，也見證了澳門多年來的演進
變遷，對澳門有深厚感情。從澳區
全國人大代表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從行政會委員到進入立法會，
這麼多年參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工
作，讓他對國家建設與發展有深切
認識。

關注灣區發展 夾心層置業難
同時，全面接觸澳門社會，讓他
對澳門居民關心的交通、住房、醫
療和日常生活遇到的民生困難有真
切感悟，對澳門社會的當前問題和
長遠發展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對於參選綱領，賀一誠表示，會
多聽取各方意見，除了關注大灣
區，也會關注夾心層買樓、交通、
人才「引進來」與「走出去」等問
題。交通方面，城市要有整體規劃
才能解決城市交通瓶頸的問題，待
下一步踏入競選期，會交代其對輕

軌未來發展的看法。
被問及若當選會否與中央的關係更

加密切，他指，澳門特區與中央關係
一向都是友善。「任何一個人做行政
長官，與中央都會保持一個非常好的
關係，因為我們是一個國家。」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日定於今

年8月25日，目前已有4人宣佈參
選。除了賀一誠，其餘3人為投資
顧問公司董事梁國洲、前澳門光明
報社長許榮聰、澳門市民蔡婷婷。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參選者需於
400名委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中最
少獲得66人提名，才有機會正式成
為候選人。
賀一誠表示，很高興能有多幾位

參選人，這對澳門來說是一件好
事。他表示，會努力做好各項有關
工作，盡力爭取每一票的支持。

將辭立會職務 準備參選
另據了解，在宣佈參選澳門特首

後，賀一誠表示，將展開辭任立法
會主席及議員的法律工作。他表
示，自己的做事風格「不喜歡拖泥
帶水」，不會保留議員職銜去進行
有關競選工作。此前，他已辭任全
國人大常委一職，以符合參選資
格。

■QS公佈
2020 年 世
界 大 學 排
名，香港大
學排名第二
十五位，膺
本 地 「 一
哥」。圖為
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2019「星動杭州．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在杭州啟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香港學生
代表向浙江
省青聯和未
來之星同學
會 敬 贈 團
服。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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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晝 攝

■■賀一誠舉行新聞發佈會賀一誠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正式參選澳門特區第五宣佈正式參選澳門特區第五
任行政長官任行政長官。。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偉楠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偉楠 攝攝

■賀一誠（左二）競選辦公室團隊主要成員亮相。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偉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