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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內
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
員會「一帶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
對接交流會昨日在港舉行。與會者
表示，「一帶一路」是香港的歷史
性機遇，香港亦是「一帶一路」建
設首選的投融資和專業服務平台，

兩地互補合拓「帶路」商機
工商專委會辦「帶路」交流會 助65企業對接交通電力等項目

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兩地企業強
強聯合，必將在「一帶一路」中開

台，積極拓展新空間，鼓勵兩地企業加強對

拓巨大商機。交流會亦設項目推介 接交流，破除信息不對稱狀態，發掘合作新
和交流環節，來自兩地 65 家企業將 機遇；三是着力開拓共同市場，結合雙方需

要，積極發揮兩地企業走出去的品牌效應；

在 交 通 、 電 力 等 數 十 個 「 一 帶 一 四是着力促進雙方融合，為香港融入國家發
路」項目上廣泛對接。

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香港特區政
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

仇鴻，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一帶
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港方主席、香港中華
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委員會內地方主席、中
國銀行副行長林景臻等出席交流會。

王炳南提四方面推港優勢
王炳南致辭指出，「一帶一路」給香港帶
來歷史性機遇，商務部堅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從以下四個方面積極推動香港保
持優勢：一是着力加強政策對接，加強兩地
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的對話、協商，推動
兩地加強業界合作，兼顧雙方利益和關切，
不斷擴大利益融合點；二是着力拓展交流平

展大局創造更大發展空間，支持香港企業參
與內地博覽會，以及境外經貿合作區域建設
等。

陳茂波：助內企走向國際
陳茂波致辭表示，香港在專業服務、風險
管理、法律等方面擁有世界級的服務和人
才，可以令內地企業走向國際、拓展商機。
特區政府正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加強「一帶
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的對接。
他續說，貿發局最近完成了「一帶一路」
資訊網站的提升工作，推出了更全面的一站
式平台，提供最新的市場資訊、香港專業服
務供應商以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項目等
資料，促進項目配對。

蔡冠深：兩地合推
「帶路」
建設
蔡冠深表示，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

■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一帶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對接交流會昨日舉行，賓主合影。
節點， 也是全球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在商務法律、仲裁調解、項目運營和管理等
多個專業服務範疇有豐富經驗。而內地企業
有規模和成本優勢，內地和香港企業可通過
聯合投資、承包等不同方式，強強聯合，推

動開放、綠色的「一帶一路」建設。
林景臻則指，香港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先
進的風險管理和優惠的稅務政策，可在「一
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橋樑作用，在經濟全球
化背景下，有效幫助內地企業融入全球資金

鏈、產業鏈。
交流會上，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
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先後進行了項目推
介。

「團結」倡整合自資專上資助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香港大部
分中學生均以升讀 8 所資助大學為首要目
標，職專教育、應用教育等一直受社會忽
視。團結香港基金近日發表首份教育研究
報告，提倡重視「應用教育」及相關政策
建議，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昨
日介紹指，報告建議教育局將現時兩個自
資專上課程的學費資助計劃整合，藉以提
升課程質素，而院校方面亦可更靈活收
生，吸納更多非學術型人才。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舉行傳媒午宴，講解
報告內容。負責報告的郭凱傑表示，「應
用教育」有別於傳統職業教育，前者強調
可轉移技能及終身學習，後者則以技能為
本。他引述報告指，香港應多參照歐美地
區、內地及新加坡等地的教育政策，以制
定適合香港社會的「應用教育制度」。
在香港的高等教育體制中，自資院校是 8
大以外的重要組成部分，報告提出，教育

局應整合並優化現行對
自資課程的資助計劃，
以促進「8 大+自資」的
雙軌發展。
郭凱傑表示，目前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 計 劃 （SSSDP） 」 及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NMTSS）」均以類似
「學券」形式資助學生
每年 3 萬多元至 7 萬多元
學費，院校無法直接受
惠，所以應整合並改善
以上兩個計劃，並增撥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進一步闡述建議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對院校的資助，以提升
建議將「自資院校非常規收生」重新命名
課程質素。
報告提到，收生機制亦是促進「應用教 為「才能為本收生機制」，並將比例由 5%
增至 15%，讓院校更多空間進行彈性收
育」發展的一環。
郭凱傑指，為吸納更多非學術型人才， 生。

「情滿西九」
400 人齊製潮州餅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九龍潮
州公會日前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暨「月圓中秋 情滿西九」齊造潮州
餅．送暖到社區活動，九龍西的街坊和青
少年朋友等超過400人參加。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主席馬介欽致辭表
示，希望透過每年舉辦的造餅送暖活動，
以月餅為媒介，將參加者的心意傳遞出
去，讓社區內的長者及基層家庭感受這份
溫暖，為即將到來的中秋節增添歡樂。

他又指，香港近來受到暴力分子破壞，
民生及經濟大受影響，潮州公會一直堅決
維護「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盡快止暴制亂。
他呼籲市民珍惜香港，各方冷靜，停止
內耗，尋求對話解決紛爭，重新聚焦發展
香港經濟。藉中秋將臨，希望廣大香港市

譚鐵牛表示，教聯會專業影響力和
凝聚力正不斷提升，期望該會繼續高
舉愛國愛港的大旗，堅決反對罷課歪

民能凝聚節日歡樂氣氛，為社會帶來正能
量。
活動由民政事務總署贊助，深水埔街坊
福利事務促進會、長沙灣街坊福利會、石
硤尾街坊福利會、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油
麻地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旺角街坊會、
何文田街坊會、土瓜灣街坊福利會、九龍

蓬瀛仙館捐 2056萬元改善新界醫療服務

城區街坊福利會協辦。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陳凱欣，九龍城區議會潘國華主席、
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九龍城民政事務
處助理專員謝亦晴，活動大使演視名星劉
江、高鈞賢出席主禮。

蓬瀛仙館亦把今年初「新春競投勝意
燈」所籌得部分款項約 131 萬元，捐贈予
「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以支援醫院
服務。

「感創智善車」
助延緩腦退化

■蓬瀛仙館捐獻超過2,056萬元推出「共建健康社區捐獻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蓬瀛仙館今
年喜迎建館 90 周年誌慶，共捐獻超過 2,056
萬元推出「共建健康社區捐獻計劃」，為
人口漸趨老化的新界各區提供優化及便利
的醫療護理服務，減輕社群的醫療開支壓
力。
受惠機構包括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
大埔醫院、仁濟醫院，以及博愛醫院，其
中的服務涵蓋長者常見的泌尿外科病症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昨天是
一年一度的「敬師日」，為此中聯辦
副主任譚鐵牛到訪教聯會，並向一眾
默默耕耘的教育界同工表達心意，勉
勵教師繼續秉持「學為人師，行為世
範」的宗旨，攜手培育未來棟樑。他
又寄語教聯會堅決反對罷課歪風，守
護校園及孩子。

盼助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港九潮州公會舉辦「月圓中秋 情滿西九」社區送暖活動，賓主合照。

認知障礙症、深入社區的醫療車服務、增
加護理療養設備，以及公眾教育等多元化
服務。
是次捐助最大的項目是為北區醫院設立
首間「泌尿外科檢測中心」，捐助金額達
1,470 萬元。該中心增設先進專科設備，預
計投入服務後可提供一站式泌尿外科的綜
合護理服務，縮短病人輪候時間，以應付
因人口增長和老化而日益增長的需求。

此外，仁濟醫院的「感創智善流動車社
區支援計劃」獲蓬瀛仙館贊助 250 萬元，推
出全港首輛「感創智善流動車」，引入最
新外國創科設備，以趣味、互動的方式延
緩患者腦退化速度。流動車會到訪全港各
地，將治療服務帶進各微型社區，方便行
動不便的認知障礙症患者，接受適切治
療，建構「認知友善」的社會。
其餘的資助項目包括以 109 萬元強化博愛
醫院現有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以及向
大埔醫院捐出約 97 萬元，支持院方添置設
備，以促進病人護理、康復及推廣教育
等。蓬瀛仙館理事長梁德華表示，有見香
港人口不斷老化，加重醫療的需求，希望
是次計劃改善區內醫療設備，提高醫療服
務質素，紓緩社會上的壓力。
蓬瀛仙館未來仍會繼續盡社區責任，扶
持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

教聯會圖片

譚鐵牛訪教聯會
勉反罷課護孩子

楊潤雄盼良師教導學生和平表己見

馬介欽籲速停內耗解紛爭

■譚鐵牛在「敬師日」到訪教聯會，向老師致意。

風，守護校園，守護孩子。
他表示，在全球化趨勢下，人才發
揮着重要的作用，冀教聯會能為香港
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言獻策，並希望教
育界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學生，幫
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他又指，「只要國家在，香港就不
會倒」，希望教育工作者對未來要有
信心，堅信明天會更好。
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劉建豐等陪同
到訪。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副會長周
世耀、主席黃錦良等 10 多人出席活
動。

■楊潤雄期望老師能引導學生客觀中立討論社會議題，鼓勵他們以平
和、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並且尊重及包容不同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由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的「向老
師致敬 2019 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
頒發典禮」昨日舉行，今年共有
超過 1,400 名老師獲表揚。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在典禮致辭時指，社
會對老師的專業操守和素養有殷
切期望，在紛亂的社會氣氛下，
老師作為學生的模範及領航者，
角色更形重要，期望老師能引導
學生客觀中立討論社會議題，鼓
勵他們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表達
意見，並且尊重及包容不同立
場。
昨日典禮由楊潤雄、教育局常
任秘書長楊何蓓茵、教育統籌委
員會主席雷添良，教師及校長專
業發展委員會主席邱霜梅，及敬
師運動委員會主席馮偉華等主
持。

楊潤雄表示，教師以身教言
教，肩負傳承知識、熏陶品格的
重要職責，感謝他們充分發揮專
業精神，關顧學生的學習和情緒
需要。
他又提到，「對老師好一點」
是本屆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特點
之一，政府已投放更多資源以支
援教師工作，包括「增加班師
比」、落實「教師職位全面學位
化」及「一校一行政主任」等，
期望新措施能夠支援老師和校
長，讓他們能更專注學與教和關
顧學生成長。
今年是敬師運動委員會第二十
四年舉辦表揚教師計劃，以發揚
尊師重道的精神，每所中小學、
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可提名兩名熱
心教學、表現卓越的教師接受嘉
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