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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校園政治化問題嚴重，近日有傳就連網上課堂都受到政

治污染。自稱「香島中學香港本土關注組」前晚傳出消息，稱有該

校學生於網上教學軟件宣揚涉嫌違法播「獨」口號，被校方處分停

學一星期，並警告不可再參與任何「社會運動」，否則開除學籍。

「關注組」單方面宣稱這是「打壓」云云，惟教育局早已發出清晰

指示，學校可按校本訓輔及懲處機制處理相關事件，是以校方採適

當措施處理是有理有據。

香島生宣「獨」罰停學一周
校方警告若再犯開除學籍 教局：不應利用學校表達政治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運輸署昨日公布，六條主要離島渡
輪服務的招標結果，經公開招標及評審委員會詳細評審後，分別維持
由新世界第一渡輪營運中環──長洲、來往坪洲、梅窩、芝麻灣及長
洲的橫水渡及中環──梅窩航線；而港九小輪則繼續負責營運中環─
─坪洲、中環──榕樹灣及中環──索罟灣航線，新批出的渡輪牌照
為期五年，將由明年4月1日起生效，同日起成人單程票平均加價
4.7%。

成人票均加4.7% 提升服務設施
運輸署發言人指，兩間營辦商除繼續提供現有包括月票及假日來
回票的票價優惠外，亦會提供學生月票及多程票的新票價優惠，而
成人單程票平均票價加幅則約為4.7%，明年4月起生效。
發言人又指，在新牌照期內，營辦商會提升服務水平，個別航線
會增加清晨、晚間或繁忙時段的班次，大部分航線都會在星期一至
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加開航班。營辦商亦會改善乘客設施，例
如在碼頭內提供Wi-Fi、更換座椅和風扇、設置自助票務機等，亦
會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發放渡輪航線實時到達時間，以及剩餘
座位數目資訊，以及以機器可讀格式透過政府「資料一線通」網站
（data.gov.hk）發放相關資訊予公眾使用。
署方指，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的現行牌照期，將於明年3月31
日屆滿，而法例規定的累計10年牌照期亦將於明年年中屆滿，因
此運輸署在今年4月就該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的營運權，分兩個
投標組合進行招標，在6月底截標日期前，運輸署就兩個組合的服
務，各分別接獲一個營辦商的標書。

新世界港九小輪續營運六離島渡輪

港人粵辦回鄉證 網上預約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部分在內地的港人因受疫情影
響，不便返港申請換發到期的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
為此，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實施代受理回
鄉證換發申請的臨時措施，已於9月4日
起實行。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東省
出入境有關部門獲悉，目前廣東已開通
網上預約辦理服務（見表），其中廣州
14個受理點遍及全市各區。而若部分地
級市未開通網上預約，申請人則可向就
近的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提交換發申請材料。有換證急需的申請

人，可向當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諮詢辦理手續或直接前往辦理。
據廣州市出入境部門關於「香港居民

預約申請協議書」顯示，申請人需提前
預約，選擇「辦理證件」預約辦證時間
和地點，然後依約前往辦理。如因故未
能按照預約時間辦理，或需更改預約時
間或地點的，要重新預約。
同時，申請人須親自向受理部門提交

申請，回答有關詢問並提交相應的材
料。年齡在18歲以下的申請人必須由其
合法監護人陪同提出申請，並提交關係
證明文件（法定有效的出生證明文件或

監護文件）和監護人身份證明文件。
此外，申請人提交的香港身份證明

文件需具中文姓名，香港身份證明文
件相片與本人相貌差異較大或損壞
的，需先更換後辦理，以免申請被
拒。提交的證件及相關文件須為原件
並同時提供複印件一份。目前廣州各
個受理點均可提前七個工作天預約，
如果回鄉證快過期，可按到期的日期
提早七個工作天內去預約辦理。據
悉，出入境管理部門受理後，新證仍
由香港中國旅行社製作並郵寄至申請
人填寫的內地收件地址。

◆一、進入「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政務服務
網 」 （http://gdga.gd.gov.cn/crj/index.
html）

◆二、點入頁面上「預約申請」一欄

◆三、點入「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預
約」一欄

◆四、進入「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預約
申請」

◆五、在「選擇地市/省直」一欄，選擇
「廣州」等不同城市

◆六、進入「港澳居民預約業務」

◆七、「香港居民預約申請協議書」，點擊
「已閱讀」

◆八、「選擇受理單位」，可選擇近七個工
作天的可預約時間

◆九、「填寫申請信息」：包括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號碼、聯繫電話、姓名

◆十、「申請信息確認」後，便「預約申請成
功」；然後按預約時間和地點，前往辦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港人粵辦回鄉證網約流程

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上月豪擲 18.8 萬元予
《蘋果日報》刊登頭版
煽暴廣告，結果引發內
訌的醜聞後；科大學生
會昨日亦照辦煮碗，同

樣鬧出笑話。今次出事的廣告鼓動市民
為去年墮樓離世的學生周梓樂默哀一分
鐘，聲稱「沉冤之日定必來臨」，有網
民恥笑科大學生連「沉冤」、「昭雪」
都傻傻分不清，就連一向「黃底」的
「高登」、「連登」網民都表示「撐唔
落」，奉勸科大生和「毒果」學好中
文。
《蘋果日報》因經營不善，近月不停

要求讀者「課金」救命，吸引不少「黃
絲」落疊。其中科大學生會昨日刊登的
A1全版黑底白字廣告，中央當眼處大字
寫上「他離開的十個月」，相信是指去
年底在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墮樓不治的

科大學生周梓樂。下方有四行小字，盡
顯學生「文采」。首句「願他於天國無
憂快樂」，祈願亡者安息；第二句以所
謂「恨猶未雪義仍未彰」形容事件，刻
意渲染這是所謂「冤案」云云；至於第
三句「公義落於我等之肩上」，由於詞
不達意，勉強可以理解為鼓吹他人繼續
關注和跟進事件。

網友勸「獨人」讀好啲書免出醜
其實，周梓樂事件一直是黑暴攬炒派

的消費對象，是以上述內容雖然跟事實
相距甚遠，但以「暴徒」邏輯和眼光去
看，其政治動機明顯不過。
不過，廣告最後一行小字寫上「沉冤

之日 定必來臨」，則令人費解。根據
《現代漢語詞典》所載，「沉冤」意指
「難以辯白或久未昭雪的冤屈」，換言
之，上述句子意思為「（期望）難以辯
白的冤屈日子定必來臨」。

不少網民均察覺廣告鬧出笑話，大力
恥笑有人混淆「沉冤」、「昭雪」，紛
紛奉勸科大學生「讀好啲書，唔好出
嚟×」，亦有網民恥笑「毒果」錢就識
收，卻任由廣告錯漏百出，狗屁不通。

高登友連登仔紛恥笑
其中網民「Joey Ng」恥笑指：「叻過
上次，今次無用到『沈』，但都係錯曬
（晒）！」「Daniel Wong」則諷刺
「毒果」：「作新聞唔使Fact check，
宜（𠵱 ）家直頭唔使做校對！」事件就
連「高登」、「連登」網民都看不過
眼，多名網民先後發帖炮轟科大學生會
「係咪唔識字」、「影衰自己友」。
事實上，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上月亦有類

似以登廣告向《蘋果》輸送利益的行為，
亦同樣鬧出醜聞。當時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在未經公開諮詢會員下，通過撥款豪擲18.8
萬元予《蘋果》刊登頭版廣告，內容是抹

黑香港國安法的煽暴宣言。
事發後，該會爆發內訌，有份出席投票

的兩名成員，因不滿刊登廣告的動議獲通
過，有感自身的意見被騎劫，同時亦擔心
刊登煽暴廣告會引發法律風險，繼而導致
學生會有人被捕、影響新生註冊日運作，
遂辭去會內職務，以示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出名「黃底」的「高登仔」亦恥笑科
大生竟連「昭雪」也不懂。 論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踏
入9月，香港各大學相繼開學，浸大
校長錢大康及嶺大校長鄭國漢，昨日
便分別向學生談及新學年的狀況。其
中錢大康特別指出，所有自由均受到
法律及人類基本道德規範，強調大學
絕不容忍仇恨及誹謗言行，又提醒學
生必須對自己選擇表達意見的方式承
擔責任和後果。
浸大昨以網上形式舉行「第六十五

屆開學典禮」，歡迎逾2,000名新
生。錢大康在致辭中提到，學術自由
及院校自主受基本法明確保障，校方
會為學生提供自由的學習環境，但強
調自由和責任同時並存，學生必須尊
重且有責任捍衛他人抱不同意見的自
由，亦要對自己選擇表達意見的方式
承擔責任和後果。
他又指，所有自由均受到一定制

約，諸如受法律及人類基本道德所規
範，強調大學絕不容忍任何仇恨言論
及誹謗行為。

嶺大或9月底恢復面授課
鄭國漢則向師生校友發出《給嶺南

人的信》，提及政府已推出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如疫情改善，嶺大有機會
9月底開始恢復部分面授課堂。
他表示，為幫助畢業生疫下發展

事業，嶺大5月成立的「2020年畢
業生支援基金」已籌得200萬元；
而大學諮議會和校董會成員，也為
約八成畢業生提供了職業生涯輔
導，校方會於經濟復甦的路途上向
學生和畢業生盡力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
顧問團昨日舉行第九次會議，討論香港的最新
情況及就行政長官的2020年施政報告提供建
議。會議上，成員備悉香港正面對多方面挑
戰，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國際社會對香
港國安法的看法，以及美國對香港實施的不合
理制裁。成員同意「一國兩制」是最佳的制度
安排，可以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成員亦備
悉香港國安法已令香港恢復穩定，亦可以讓香
港有更多機會參與國家發展。

林鄭：護港多項中心地位極重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維持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航空、航運及科技中心的地位極為重
要。她指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角
色，以及政府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的工作。成員就如何抓緊機遇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和與其他亞洲經濟體合作提出意見，並建
議政府加強向海外國家及內地推廣香港。
林鄭月娥向成員表示，雖然這一波疫情正

在減退，但政府亦正作好準備，應付冬季的
高峰。成員討論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
並同意應加強在商業運作上應用科技，以減
低感染的風險。
雖然成員普遍認為政府的支援措施是必不

可少，但明白這種介入對政府財政帶來挑
戰，並且不能持續。政府及社會需要聚焦推
動經濟復甦，而恢復跨境及國際出行更是十
分重要。
顧問團是高層次諮詢組織，負責就香港在

全球及地區的策略定位和經濟發展方向提供
意見；督導相關議題下以實證為本的研究；
並就如何聯繫持份者和公眾參與政策制訂和
建立共識提供意見。

■香島中學學生於網上教學軟件宣揚涉嫌違法播「獨」口號，被校方處分停學一星
期。「關注組」宣稱這是「打壓」云云。圖為香島中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
持續，信和酒店與黃廷
方慈善基金攜手推出為
期一個月的膳食捐贈計
劃，透過社區夥伴捐出
3,000個熱食餐盒，向
基層人士及家庭伸出援
手。
由8月18日起，信和
酒店廚師團隊製作新鮮
營養餐盒並送至啓愛共
融基金及基督教恩活堂
轄下位於佐敦、旺角及
深水埗的社區中心，派
發予有需要人士。啓愛
共融社區中心創辦人及
總裁傅雅妮女士表示：
「對區內人士而言，食
物為最直接及重要的援助。我們衷心感謝信
和酒店和黃廷方慈善基金在此關鍵時期的慷
慨襄助，以解基層家庭燃眉之急，助他們紓
緩經濟壓力。」
信和酒店及黃廷方慈善基金透過啓愛共融

基金及基督教恩活堂，向有需要人士捐贈熱

食營養餐盒。
信和集團集團總經理暨黃廷方慈善基金董

事黃永耀表示：「我由衷感謝社區夥伴的大
力支持，將我們與有需要人士聯繫起來，同
時感謝參與同事付出的努力，幫助社區有需
要人士。」

信和夥黃廷方基金捐3000餐盒助基層

■信和酒店及黃廷方慈善基金透過啓愛共融基金及基督教恩活堂，
向有需要人士捐贈熱食營養餐盒。

創策發展顧問團
同意「一國兩制」最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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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校長錢大康於開學禮上發表講話。
浸大供圖

科大學生會登廣告錯字瘀爆

因應疫情影響，全港學校目前仍未
恢復面授課堂。其中香島中學採

用了Microsoft Teams作為學習平台，讓
同學進行網上實時學習，觀看學習影片
及遞交功課之用。
所謂「香島中學香港本土關注組」前

晚發出消息，宣稱一名中四學生於上述
平台的頭像裏填寫了「含有政治色彩的
說話」，有指該「說話」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煽「獨」口號。
「關注組」又稱校方前日已就事件

「緊急召學生回校」，並作出處分，包
括要求涉事同學立即停學一個星期，又

引述校方稱「若然希望保留學位需要記
兩個大過」、「再有發現參與社會運
動，將立即開除學籍」。「關注組」形
容這是所謂「政治審查」云云，鼓動外
界「關注」事件，干涉學校事務。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嘗試致電校方了解事
件，惜截稿前未獲回覆。

教局已多番表明立場
教育局發言人稱，學校是學生學習的

地方，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
治訴求的場地，重申「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口號有「港獨」、顛覆國家政權的

含意，而香港國安法禁止分裂國家的行
為和活動，籲不要以身試法。教育局又
稱，早前已致函學校，清楚指出學生不
應進行或參與涉嫌違法的行為和活動，
亦要勸止參與拉人鏈、罷課等，若有關
學生屢勸不改，校方應按訓輔及懲處機
制處理。「我們相信學校會盡量給予犯

錯學生有改正的機會，不會輕言放棄他
們。」
今年6月，香島中學一名教師疑沒禁止

學生於音樂考試演奏「港獨」歌曲，其後
不獲校方續約，事後有學生及校友拉人鏈
聲援。校方其時發聲明稱，香島中學是傳
統愛國學校，要教導學生熱愛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