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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向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頒授收藏證書，正式永久收藏《大公

報》和香港《文匯報》報道「香港國安法」

立法的《號外》及大型畫冊《哭泣的城

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中、英文版)等共

26件實體刊物。這26件實體刊物包括：5月

22日《大公報》號外6件，香港《文匯報》

號外6件；6月30日《大公報》號外6件，香

港《文匯報》號外6件；中、英文版大型畫

冊《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各1

件。

大文26實體刊物獲國家級收藏
包括兩報報道香港國安法《號外》及大型畫冊《哭泣的城市》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今年5月22日和6月30日，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誕生的兩大重要歷史性時刻，即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會上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
案)》作出說明，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0次會議全票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主席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公布實施。《大公報》和
香港《文匯報》分別在當日第一時間編印
《號外》，向香港市民報道這一重大歷史性
事件，共計發行40萬份。

逾千前線圖片 記者無懼拍攝
去年6月開始，一場由修例風波引發的黑

色暴亂，一幕幕打砸立法會、中聯辦、商
店、港鐵的瘋狂畫面，一單單手段殘酷的
「私了」(黑暴行私刑)事件，一條條煽動仇
恨的假新聞……一時間，香港淪為群魔亂舞

的城市。幾多熱愛香港的人為此傷痛、悲
泣，香港成為一座哭泣的城市。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通過輯錄該集團各平台記者無懼
生命危險在前線拍攝的逾1,000張珍貴圖
片，並配以評論文章、圖表、漫畫以及視頻
新聞(二維碼)，編成大型專輯《哭泣的城
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是香港首部真
實記錄黑暴歷史的大型畫冊。該畫冊的中英
文版分別於今年3月和7月發行，引起香港
社會各界和海內外讀者強烈反響，在香港暢
銷圖書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

再次收藏現出版報刊實物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代表國家徵集、收藏、

保管、展示、闡釋能夠充分反映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代表
性物證的最高機構，國家最高歷史文化藝術
殿堂和文化客廳。今次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報道《港區國
安法》立法的《號外》，是該館繼上世紀六
七十年代收藏《人民日報》關於「兩彈一

星」報道的相關報刊以來，再一次收藏現行
出版發行的報刊實物。
據悉，中國國家博物館還藏有1949年

《大公報》同仁和香港《文匯報》全體員工
贈送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兩面錦旗。兩面錦
旗曾於2009年在香港舉行的建國六十周年
展覽活動和2019年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的「現代化之路──共和國七十年」展覽活
動中展出。
在《大公報》贈送給人民解放軍的錦旗

上，《大公報》同仁向人民領袖毛澤東和人
民解放軍敬禮，並寫道：「就像輝燦的北極
星，永遠引導着我們，從黑暗的地獄走向了
光明！就好像太陽的強光，照射在共和國的
土地上！」錦旗將人民解放軍稱為「我們的
好同志、朋友、弟兄」，表達對人民解放軍
的熱切情感。
錦旗的下方是香港《大公報》費彝民、李
俠文、陳文統、查良鏞、曾敏之、趙澤隆、
馬廷棟等的簽名。書寫時間為1949年11月7
日。

香港《文匯報》全體職工致送給人民解放
軍的錦旗，上方是鮮艷的五星紅旗。錦旗上
寫道：「沒有你們，就沒有新中國。」

■今年6月30日《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的號外獲中國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

■中國國家博物館向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頒授收藏證書。

■大型畫冊《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

■香港《文匯
報》全體職工
致送給人民解
放軍的錦旗，
錦旗上寫道：
「沒有你們，
就 沒 有 新 中
國。」

■《大公報》
贈送給人民解
放軍的錦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全球生態環
境不斷惡化，節能減排順應世界發展趨勢。
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宣布，將在校內逾50個地
點建設達8,000塊太陽能板，完工後將成為本
港最大規模的同類型發電系統，未來25年間
可每年產生300萬度電，減少約150萬公斤碳
排放。
計劃並將帶來1.6億港元上網電價收入，扣
除成本後每年平均收入為400萬元，收益將投
放至大學其他節能減排措施。
有關項目由科大與太陽能發電系統承辦商
滙展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內教學
樓、宿舍、體育及交通大樓等50個地點安裝
約8,000塊太陽能板，當中包括傳統及具彈性
的纖薄光伏板。
滙展科技發展首席執行項目總監梁陳少芝
介紹指，項目造價約5,000萬至 6,000萬港
元，會按科大校園情況決定太陽能板的種類
及安裝方法，亦會繼續研究於不同地方裝設

太陽能板的可能性，包括泊車位上蓋、自動
電梯上蓋、行人通道玻璃頂，以至於水池安
裝漂浮式太陽能板等，務求盡量善用校園各
處空間。

減約150萬公斤碳排放
「雖然我們並無大量的空置土地發展太陽

能，但卻很高興能找到很多分散各處的小空

間」，科大可持續發展部主管博克特續指，
系統在未來25年間將每年產生300萬度（千
瓦時）電，相當於香港900戶三人家庭一年的
用電量，並減少約150萬公斤碳排放。
此外，透過參與中電的可再生能源上網電

價計劃，2033年為止將帶來1.6億港元上網電
價收入，扣除安裝太陽能電板的成本，每年
平均收入為400萬，有關收益將運用在大學其

他節能減排項目。
博克特又提到，科大會劃出部分太陽能板

作實驗用途，讓大學成員測試與太陽能板相
關的意念及研究項目。大學亦將設立「創意
教育中心」，展示不同種類的太陽能板、隔
熱塗層、最新太陽能電池技術等相關嶄新科
技，亦會設立網上平台，讓科大成員以手機
查看整個校園的實時發電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 ）
科技產品能為生活帶來方便，7名來
自香港、內地、加拿大、印度及土
耳其的學生團隊，設計出擁有超聲
波導航、平安鐘及AI私人助理三大
功能的「AI盲人枴杖」，去年獲港
大及微軟合辦「STEM教育國際研
討會」頒發「最具創新性獎」。其
設計更獲得本地公司賞識，邀請學
生們到公司實習並繼續參與枴杖的
設計及開發，產品有望明年中面

世，為失明人士指引路向。
來自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的中四學

生蘇穎嵐是團隊成員之一，她分享設
計靈感源自土耳其隊友 ATILLA
KAAN ERIŞIR的一名視障朋友，從
對方了解到視障人士的需要，以及市
面上其他智能手杖的缺點，參考意見
後團隊開始構思產品概念。
另一成員、拔萃男書院的黃子晉

續指，他們設計的「AI盲人枴杖」
有三大創新功能，包括以超聲波偵

測障礙物距離，透過震動提醒視障
人士；設AI個人助理，協助帶路及
解答問題；若用家意外遺失枴杖，
內置系統可將實時地點位置發送予
指定親友。
港大表示，校方已連續第3年與

微軟合辦「STEM教育國際研討
會」，不少團隊的意念獲業界讚
賞，更有設計得以實踐。今年的研
討會於6月中旬至7月舉行，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改為網上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
指出，本港有安老院舍以人手短缺為
由，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外
勞。根據勞工處數據，外勞數字按年
上升，去年近3,400名外勞獲批輸入，
當中逾半數為負責長者服務護理員，
但有中介公司及僱主剋扣薪金及要求
無償加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認為勞工處須加強巡查。

工聯會早前收到三名外勞員工求
助，表示被僱主剋扣薪金合共近70萬
港元。
工友田姐表示，每月薪酬為13,500
元，但出糧後都要向僱主「回水」
3,500 元，實際獲得薪金較原先少
25.9%。她又指合約列明每日工時為9
小時，但一般每天都要工作12小時，
而勞工處雖有職員定期巡查，但因主

管在場，導致她不敢表達實際情況。
陸頌雄指出，有安老護理院舍以人

手短缺為由申請「補充勞工計劃」輸
入大量外勞，但有僱主藉着他們文化
水平不足、人生地不熟而剋扣工資，
認為勞工處應加強巡查，並與外勞僱
員單獨見面以了解工作實際情況，避
免有主管在場造成壓力。他建議政府
制定懲罰僱主的機制，包括罰款或禁

止申請「補充勞工計劃」。
勞顧會勞方代表、工聯會鄧家彪表

示，部分外勞要依靠僱主提供住所，
即使被拖欠薪金亦難承擔追討的訴訟
費，只能吞聲忍氣，批評社會福利署
沒有保障外勞，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修例及檢討政策。
他續說，安老院經「補充勞工計
劃」聘請員工，但勞工處卻沒有做好
監督工作，使壓榨外勞權益成為潛規
則，建議聘請本地培訓的員工，有助
減輕失業惡化情況。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姜嘉軒）大
學聯招（JUPAS）今
日上午9時公布文憑
試考生因成績覆核而
獲重新考慮入學的結
果。262名申請的考
生中，162人的取錄
結果變更，其中有
19人從原本未獲派
任何學位，經覆核後
獲八大、公大或
「SSSDP 資 助 計
劃」的學士學位課程
取錄，另有3人則從
無取錄改為獲副學士
學位課程取錄。
至於本身已獲八

大或公大取錄的169
名申請人中，109人
經覆核成績後獲得較
高次序的八大或公大
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3人改獲SSSDP資助
計劃的學士學位課程
取錄；1人改獲高級
文憑課程取錄資格。
此外，32名原先

獲 SSSDP學位的申
請人當中，9人經覆
核後改為獲派八大或
公大學士學位；7人
改 獲較高次序的
SSSDP 學位課程。
另有11人從原先獲
派高級文憑課程，改
為獲得八大或公大學
士學位課程取錄資
格。

安老院三外勞遭剋扣70萬工資

■陸頌雄及鄧家彪與安老院舍相關工會開記者會，指外勞長期
被剝削，促檢討政策護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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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建太陽能發電系統 料年產300萬度電

中四生「AI盲人枴杖」奪STEM創新獎■本港中學
生 蘇 穎 嵐
（左四）及
黃子晉（右
四），聯同
5 名學生隊
友去年設計
「AI 盲人枴
杖」獲獎，
產品其後獲
公司賞識，
有望明年中
推出市面。

港大圖片

◀科大會於校
園內超過 50
個地點安裝
8,000塊太陽
能板。

科大圖片

▶未來 25年
間可每年產生
300萬度電。

科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