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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成功爭取港人粵辦回鄉證
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工聯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全國政協委員於今年 5 月
下旬在全國「兩會」提出希
望容許港人在內地補辦和換

吳秋北指政策便民利民 助內地港人融灣區

取回鄉證。工聯會昨日宣
布，其內地諮詢服務中心經
向內地公安部門核實，自昨
日起港人可在廣東省公安廳
轄下各出入境大廳補辦和換
取回鄉證。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對此
表示歡迎，並認為這項政策
措施便民利民，是有助內地
港人融入大灣區的一大德
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家好

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內地中
工心）經向內地公安部門核實，從

昨日起廣東省公安廳轄下各出入境大
廳將開放辦理回鄉證功能，有需要的
港人可在各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眾號
先預約，再到自己就近的辦證大廳補
辦和換取回鄉證，毋須再返港到中旅
社辦理。
吳秋北對於工聯會成功爭取港人
可在內地補辦和換取回鄉證表示歡
迎，並認為這項政策措施便民利
民，是有助內地港人融入大灣區的
一大德政。
工聯會在廣東和福建省設立的 6 個

內地中心會全力為有需要的市民提
供協助和支援，歡迎市民致電與內
地中心查詢及聯絡。
工聯會指，過往香港居民在內地遇
到回鄉證過期或丟失的情況時，只能
在回港前先到內地公安機關或者深圳
中旅社辦理臨時證件，回港後再到中
旅社辦理正式回鄉證，惟此事對於長
期在內地居住的港人，尤其是行動不
便的長者，做法費時失事，加上目前
疫情持續。
工聯會內地中心近月來收到不少內
地港人反映，因證件過期但又無法回
港辦理，造成種種生活上的困擾，有

長者更因為證件過期導致銀行服務失
效，未能提取款項。

港人內地換證減舟車勞頓
故此，工聯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
全國政協委員曾經在「兩會」社情民
意中反映相關情況，並成立「大灣區
關注組」向內地政府部門提出建議及
跟進。
工聯會表示，如今港人可直接在內
地辦理手續，減少舟車勞頓及金錢開
支，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大大促進港
人在大灣區生活、工作或養老的便
利。

屯馬綫隧道沉降 確定符安全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9 月 2 日，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向特區政府報告，位於啟德 1E 區 2 號
地盤的私人發展項目在進行工程期間，屬
屯馬綫一期的鐵路隧道內有兩個監測點的
沉降記錄達到20.1毫米，超逾20毫米的預
設停工指標。
該項目的相關工程已於同日暫停。在 9
月 4 日午夜進行的地盤視察確認有關讀數
水平。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屋宇署
已派員視察有關鐵路隧道，確認其結構安
全。
機電工程署已檢視港鐵公司提交的與鐵
路運作安全相關的監測記錄，確定鐵路狀
況符合安全運作要求。
發言人續說，上述建築工程沒有影響鐵
路設施結構和鐵路運作安全。屋宇署、機
電工程署及港鐵公司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

情況，確保鐵路設施結構和鐵路運作安全
不受影響。
發言人強調，雖然有關工程現已停
工，屋宇署會連同港鐵公司，要求負責
該發展項目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制訂緩
解措施，並採取減少對鐵路設施影響的
施工方法。
發言人指出，如接獲該發展項目的修訂
圖則及復工要求，屋宇署會以確保鐵路設
施結構安全的原則嚴格審批有關申請，包
括諮詢港鐵公司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機電工程署亦會確定港鐵公司有嚴謹的 ■屯馬綫一期鐵路隧道沉降逾 20 毫米，啟
監測措施繼續確保鐵路運作安全。
德地盤暫停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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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同時建議調
整暫停相關工程的指標，屋宇署亦會在諮 建議。
詢港鐵公司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當復工要求獲得接納後，屋宇署及機電
後，按情況考慮註冊建築專業人士提出的 工程署會向公眾公布有關決定。

八成社企生意下跌 冀政府延租金寬免

訪社企中更有一成已暫停營運。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會長吳宏增表示，雖
然特區政府早前已發放了兩輪防疫抗疫基
金支援業界，亦有七成受訪社企認同措施
有成效，但餘下近三成社企則表示未有受
惠。

12 個月不等，包括全職和兼職工作，涵蓋
多個工作範疇，涉及民政事務局、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民政事務總署，以及相關範
疇的非政府組織，適合不同技能及學歷人
士。
在文化及藝術方面，開設的職位將為香
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發展局、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等機構，以及康文署，提供市場
推廣及行政支援，推動圖書館系統智能
化，協助和支援公共圖書館及文化場地的
管理／運作和服務提供，並為有志於藝術

同心企業家赴惠州市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等同心企業家
組成50多人的考察團日前赴廣東惠州市考
察。
惠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貽
偉等會見考察團並舉行座談交流，共同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惠州市委常
委、秘書長、市政府黨組成員余金富，市
直有關部門及各縣區領導等共 70 多人參
加。
李貽偉表示，惠州近年來推動「豐」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城市大
學日前被揭發有 7 男 1 女學生涉違反校
規，深宵夜闖學生會活動室瘋狂「劈
酒」，有女同學更不勝酒力一度昏迷，
報警送院自揭醜事。校方事後僅確認有
同學當晚擅自在學生會、城市廣播等校
園活動室範圍逗留，學生會即對號入
坐，一句「與幹事會及城市廣播成員無
關」秒速否認，更反咬校方是在「諉過
學生會」。
可笑之處在於學生會翌日自爆，已就
有屬會幹事涉嫌失職作出處分，令「無
關」之說不攻自破。
城大學生會前日（3 日）發出題為「學
生會就城大校方『學生校園召警』通告
之澄清」，指責校方發出的電郵中，提
及「有同學擅自於學生會、城市廣播等
校園活動室範圍逗留」。
雖然該句子已清楚寫道「有同學」，
學生會卻稱之為「刻意含糊其詞」，聲
言校方是「將事故諉過予學生會」，要
求大學盡快「澄清」有關言論云云。
昨日，城大學生會再發聲明，表示已
就 8 月 31 日晚上有同學在康樂樓因醉酒
而不省人事，並尋求緊急救護服務一事

完成內部調查。
聲明承認有屬會幹事涉嫌失職，違反
場地使用守則一事，已向評議會要求召
開非常會議，以決定涉事同學之處分。
香港文匯報翻查城大網站，「香港城
市大學學生會」的簡介中清楚寫道「城
大學生會屬下有 60 多個屬會」，清楚顯
示其從屬關係。學生會在聲明中運用
「語言偽術」，宣稱與「幹事會」及
「城市廣播」成員無關。
事實卻是有人可隨意進出學生會活動
室，將其當成「深宵酒吧」吃喝玩樂，
而事後學生會有權提出處分涉事屬會成
員。學生會應否為管理不善負責，又是
否能以一句「無關」撇清關係，相信自
有公論。
城大發言人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大學是求學問的地方，期
望學生自重、顧己及人及遵守學生守
則，共同維護校園秩序、安全及大學聲
譽。
對再次發現有學生在學生組織活動室
範圍涉嫌嚴重違規行為，城大深表遺憾
及失望，校方正就事件成立調查委員
會，查明真相。

■香港社會企
業總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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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景感負
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民政局開設逾2500有時限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對本港各行各業造成嚴重打擊，民政事
務局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創造職位
計劃，開設逾 2,500 個與文化、藝術、康
樂、體育，以及地區行政有關的有時限職
位。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昨日表示，目前已有
逾 1,000 個職位獲聘任，其餘職位亦將於
未來陸續進行招聘，共涉及開支約 3.54 億
元。
他續說，新開設的有時限職位為期 6 至

屬會幹事失職違規
城大生會拒孭責

交通主框架建設，打造「2+1」現代產業
集群，吸引了眾多國內外大企業前來投資
落戶。為加快重大項目建設，當前惠州充
分發揮工作專班「領頭羊」作用，突破體
制機制障礙，不斷激發幹部隊伍活力，不
斷提升「惠州效率」。
為打造成國內一流城市，惠州正加快打
造一流營商環境，一流城市基礎設施建
設，吸引一流項目進駐，並組建了18個重
大項目建設工作專班，各專班由 1 名市領
導擔任組長，各成員單位安排工作人員全

他希望政府能推出特別措施，包括向合
資格社企提供一次性 8 萬元補助金，並按
聘用殘疾僱員的人數向社企發放薪金津
貼。同時政府更應以身作則，主動為其社
企租戶寬減租金，從而鼓勵更多私人業主
減租，助社企減輕經營壓力。

行政或舞台管理方面發展的人士，提供實
習機會。
於康樂及體育範疇下開設的職位，工作
將包括加強香港體育學院及相關殘疾人士
體育總會的運動員訓練工作、增加各受資
助體育總會的行政支援，及為康文署提供
行政及活動支援，另有部分職位會負責在
休憩場地加強清潔、園藝護理及管理工
作。
同時，民政事務總署亦計劃開設多個執
行行政及文書職務的職位。
發言人說：「我們會根據各個職位的需
要，盡快繼續進行招聘工作，期望為不同
業界提供有時限的就業機會，與市民共渡
難關。」

程參與項目工作。
陳紅天對李貽偉等惠州市領導的熱情接
待表示感謝。他說，同心的企業家在全國
各地都有大量的巨額投資，為深圳、為廣
東乃至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設都作出了
巨大貢獻。參加交流會的同心企業家中有
不少在惠州有投資項目，涉及眾多領域，
完成、在建以及意向項目60多個。未來期
待為惠州發展作出更多重要貢獻，也將發
動、帶動更多的深港知名企業來惠州投
資。
同心企業家們就各自關注的問題與惠州
市領導及有關區縣領導進行了深入的面對
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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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銳評：如此煽動仇恨 港大學生會是在與文明為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情之下，
本港社會企業同樣面對經營困境。香港社
會企業總會昨日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逾
八成社企近半年來的生意下跌，其中近三
成錄得超過五成或以上跌幅，更有近一成
零收入。同時，超過九成受訪社企對前景
感負面，近四分之一社企認為若疫情持續
到年底，有一半機會結業。總會希望政府
發放一次性補助金及延續租金寬免安排
等，助業界渡過難關。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在 8 月下旬進行「第
三波新冠疫情下社企業界營運狀況調
查」，了解他們在今年 2 月至 8 月的營運
狀況，收到 128 間社企回覆，佔全港社企
數目的五分之一。
面對收入大跌，大部分受訪社企選擇縮
減 營 業 時 間 （67% ） 及 縮 減 工 時 （ 約
50%）以降低成本。但有四分之一社企直
言，現金流只能支持營運少於三個月。另
有近四分之一的社企表示，若疫情持續至
年底，將有五成或以上機會結業。而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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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訊公
眾號昨日發表題為《如此煽動仇
恨，港大學生會是在與文明為敵》
的「人民銳評」，全文如下：
大學校園是傳承文明、涵養道德
之地，可近期香港大學校園內發生
的事，卻與此背道而馳。港大學生
會管理的校園電視，盜取校方發布
的迎新片，肆意改動內容，煽動仇
視內地學生。片中一開頭就貶斥內
地學生是「間諜」，諷刺內地高考
尖子生成功獲獎學金，用意之惡實
在刷新公眾認知。這一行徑受到校
方和廣大學生同聲譴責。
如此拙劣表演，竟出自知名學府
港大學生之手，令人大跌眼鏡、匪
夷所思。港大學生會作為學生組
織，其實早已變了味，被少數人的
私利所裹挾，在校園大搞政治操
弄，煽動極端情緒、宣揚「港獨」
思想，這次的舉動讓人們又一次認
清他們的真面目。
尊重他人、反對歧視是現代文明
應有之義。宣揚對特定群體的仇
恨，這在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會被接
受。對此，港大校方明確譴責該
片，認為包含欺凌及仇恨言論。校
方要求港大學生會，從所有平台上
刪除該片。來自英國的港大建築學
院院長，針對此事致函全體師生，
痛斥該片「低級趣味」極具冒犯
性，超越了身為學生可接受的行
為、禮貌及尊重的底線。
在多方譴責下，港大學生會刪除

該片，還避重就輕、不痛不癢地道
了歉。這個所謂「道歉」顧左右而
言他，以手段混淆目的，無法讓人
接受。以所謂「平行世界的港大」
之名行惡，這些僅僅是用詞不準確
麼？這種明確以內地生為攻擊對象
的行為，僅僅是「諷刺和模仿」所
能辯解的麼？
內地人民與香港同胞的血肉聯
繫，不是幾個「宵小之徒」能挑撥
的，港大校園和香港社會對此事的
譴責之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更應關注這些現象背後的問
題。歧視和仇恨的種子一旦種下，
就會長出作惡之花。這起事件看似
不大，但折射出一些人的價值觀扭
曲到何種程度，也從一個側面說
明，為香港教育治病，已經到了刻
不容緩的地步。
為什麼這些歧視性言行會有市場？
為什麼在求真求善、明德格物的大學
校園，歪理詭辯橫行？教育的問題，
根源在社會環境上。當「攬炒派」把
一切議題政治化，把課堂變成意識形
態的「戰場」，當媒體傳播和公共討
論中「求勝」代替了「求真」、情緒
代替了理性，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年
輕人，自然受荼毒不淺。
刪除一則歧視視頻容易，根治背
後的痼疾卻還需良方。在這個方
面，需要更多人敢於發聲、勇於制
止，畢竟香港的未來需要我們共同
守護，清除滋生仇恨歧視的土壤，
才能讓年輕一代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