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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日前舉行辛丑
年線上新春團拜。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梁振英，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署理特派員楊義瑞等擔任主禮嘉
賓，通過視像或賀函的方式送上

特首冀推動港商抓灣區商機
盼逐步恢復與內地人員往來 為經濟注入動力

新年祝福。林鄭月娥在視頻中指
出，過去一年香港經歷多重挑
戰，感謝中總支持特區政府的工
作，與香港同行，新一年希望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夠走出
疫境，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恢復
正常，並希望在逐步恢復同內地
的人員往來後，和中總一起推動
港商發掘粵港澳大灣區的商機，
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建華在視頻中指出，今年不僅是中國
共產黨百年華誕，而且是「十四五」
開局之年，國家和香港一同站在「兩個一
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他祝願各界團結
一致，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香港繁榮
安定，共同寫下輝煌新章。
梁振英則祝願中總再次帶領香港工商界
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令香港經濟重振
繁榮。

▲港島婦聯舉辦新春茶敘，該會主席金鈴（左二）介紹聯會
新一年的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董

中總團拜移交會印
中總第五十二屆會董會於去年 11 月正式

◀中總舉行辛丑年線上新春團拜。
履任，該會於新春團拜上舉行會印移交儀
式，在一眾中總成員及各界嘉賓的見證
下，新一屆會長袁武從上屆會長蔡冠深手
中接過會印。
袁武表示，疫情下，香港經濟面臨前所
未有的嚴峻考驗，去年香港經濟收縮
6.1%，多個行業受到沉重打擊，失業率高

企，政府推出各項政策協助市民及各行各
業應對疫情。內地在疫情處理方面取得顯
著成效，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
濟體，預計今年將取得更高增長，為香港
的經濟復甦帶來重要支持。期望隨着疫苗
的推出，香港能盡快清零和通關，讓經濟
活動和市民生活回復常態。

港島婦聯助基層家庭紓困
另外，香港島婦女聯會昨日亦舉行新春
茶敘。該會主席金鈴於會上介紹了香港島婦
女聯會新一年的發展方向及近期重點項目，
其中「和美家庭計劃」令 100 個女性參加
「愛自己」心理輔導班、100個媽媽加入巧

手媽媽創業平台、為100個貧困家庭孩子補
習及其他後續活動，助他們走出困境。
她表示，未來三年聯會最主要的方向之
一，就是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推廣
大使，打造東方文化的品牌形象，穿旗
袍、品國茶、喝國酒、聽國樂，講好香港
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經民聯倡設
「疫苗證」
助通關
民，全國政協委員盧偉國、劉業強
等。

冀中央加大國產疫苗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兩會下月將在北京召開，經民聯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將提交
17項提案和建議，重點關注香港在後疫
情時期如何抓住復甦機遇重振經濟，惠
及民生，包括支持發揮香港「雙接軌」
作用，參與國家「雙循環」戰略，推動
更多內地大型企業落戶香港；建設大灣
區方面擴大並優化大灣區「港人港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政策、推動大灣區電子支付系統互聯互
通等；同時，經民聯建議中央支持設立
兩地認可的「疫苗通關通行證」，既為
香港市民參與疫苗接種提供誘因，又為
重啟兩地人員往來創造條件。
經民聯昨日舉行記者會，多人出席
並介紹提案及建議內容，他們包括全
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健
鋒，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和洪為

倡設
「灣區e道」幫港青入灣
就如何協助香港全面抓緊大灣區發展
機遇，經民聯亦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擴
大並在九個市劃一「港人港稅」適用人
才類別；容許粵港兩地支付應用程式互
通，設立旅客專用支付卡和加強銀行線
上服務；以及構建實施大灣區金融「單
一通行證」制度等。為支援香港青年北
上發展，經民聯並建議設立「港青大灣
區e通道」，解決港青融入灣區發展的障
礙。
經民聯還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爭
取，由香港的辦學團體與內地教育機
構合作在港辦學，紓緩「港漂」子女
的教育需求。

●何順文指，恒大今年的關鍵詞是「機」，
代表機遇與危機同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香港恒生大學本身設有校長
推薦入學計劃，以吸納體育、音
樂等非學術範疇有優良表現、對
社區服務有貢獻，或具領袖才能
的學生，校方會在文憑試成績公
布前派發有「條件取錄」予合資
格的受薦學生；為競爭優質生
源，校方新學年將新設「直接取
錄機制」，以同學平時校內成績
作為參照，不受文憑試成績影
響，相關名額為一年級生總額的
3%，每所中學限一個名額。

恒大推直接取錄制 按才收生不理文憑試

●經民聯公布兩會17項提案和建議。

在市民關注的通關方面，經民聯建議
中央支持設立兩地認可的「疫苗通關通
行證」，給予已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並持
有病毒檢測陰性報告的港人，豁免進入
內地檢疫隔離的便利，並進一步推動國
產疫苗與世界各國互認，在國際層面推
行通關通行證。
經民聯認為，「疫苗通行證」既為香
港市民參與疫苗接種提供誘因，有助盡
早控制疫情，亦有利於重啟香港與內地
及香港與國際的經貿人員往來，為疲弱
經濟注入活水，重振社會各界對前景的
信心。
他們建議中央就國產疫苗加大對香港
的支持，確保疫苗盡快及充足供港，讓
香港可以盡早推行大規模接種。
協助香港對接國家「國內國際雙循
環」方面，經民聯建議中央支持香港
發揮國內國際市場「雙接軌」的角色
和優勢，包括支持香港利用業界的國

際經驗和金融網絡，善用本港聯通國
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雙接軌」角色，
積極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助
力 內 地 企 業 境 外 融 資 及 發 展「 走 出
去」平台的主體；同時，經民聯建議
香港助力外循環，為中國品牌「走出
去」，加強港企、內企對接「併船出
海」。

名額佔一年級生總額 3%

駐港部隊教中式步操 懲教研逐步改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日前有
報道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向本港紀律
部隊教授中式步操。5 位紀律部隊首
長昨日表示有和解放軍作相關交流，
部分表示暫時未有意改變儀仗步操標
準，但亦有不同紀律部隊表示，計劃
引入中式步操用作表演用途，甚至不
排除日後以中式步操取代現行步操方
式。

警方消防暫無意更改標準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警隊一直與
不同地區交流步操方法，而近日有和解
放軍交流，但暫時無意更改一直沿用的
儀仗步操標準。
消防處處長梁偉雄表示，日前有帶
同隊員前往警校觀摩解放軍的步操示
範，互相學習，開開眼界，但未有考
慮轉變步操的實際計劃。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表示，過去已有中
式步操基本訓練，主要用作表演用途，

若日後有改變，會積極考慮取代現行步
操方式。
海關關長鄧以海表示，海關正計劃分
階段引入中式步操用作表演用途，現時
已派員與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就步操培
訓進行交流。

懲教署長：喜歡學習新事物
懲教署署長胡英明表示，日前亦有參
與活動，而入境處亦一直有教授中式步

操的課程，因此希望能夠統一步操方
式。他又指，自己喜歡學習新事物，因
此不排除日後會全面放棄英式步操，逐
步改用中式。
香港回歸祖國 20 多年，多個紀律部
隊及青少年制服團體仍沿用舊有的英
式步操。有關問題過往曾在社會掀起
討論，不少人都認為要作出改變，部
分青少年制服團體亦已開始學習和應
用中式步操。

建造商會冀加速發展
「智慧地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建造業工人經常要進行高危工
作，去年上半年就發生逾 3,000 宗
工業意外。香港建造商會去年底
調查發現，94%受訪建造工人認為
創新科技有助提高安全水平；逾
半人認為不願改變工作方式是推
動創新科技最大挑戰。商會認
為，本港「智慧地盤」起步緩
遲，發展較為落後，期望未來可
加快轉型。

46%人指普及至少需 5 年
調查於去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8
日進行，香港建造商會透過電話、

問卷訪問及工地面談收集323名業內
工友意見，包括172名建造業專業人
員及151名工地人員。調查發現，雖
然 94%受訪者同意創新技術可提高
行業整體的安全水平，但只有約
53%人在過去兩年間曾使用創新科
技；46%受訪者更認為行業需要 5 年
或以上時間，才能普及應用創新科
技；認為需要 3 年至 5 年的受訪者則
佔32%。
建造商會會長陳修杰指出，超過
半數受訪者認為，缺乏科技人才、
不願改變工作方式，以及缺乏資
金，是推動創新科技的最大挑戰。
他認同，相對其他國家，本港「智

慧地盤」起步遲、發展落後，幾乎
近 10 年才開始有相關的概念，本港
工人可能認為「新嘢令工作無咁方
便」，他期望當工友了解科技有助
保障安全後，未來可加快轉型速
度。
香港建造商會於 2018 年 4 月成立
建造業安全基金（CSF），啟動資
金為 1,000 萬元。基金至今已資助
14 個創新安全項目，當中 7 個已於
工地運作，包括超寬頻工人即時定
位系統、人工智能航拍架空電纜偵
測系統、臨時升降機閘門警報裝置 ●建造商會調查發現，94%受訪建造工人認為創
等，估計本港約有 100 個工地正使 新科技有助提高安全水平，惟逾半人認為不願改
變工作方式是推動創科的最大挑戰。
用有關產品。

恒大校長何順文表示，新安排
下，校方會考慮同學平時校內成
績，亦會考察申請者的社會服務
記錄及是否有領袖才能等，「有
些學生平時校內成績中上，但公
開試就失手，這些學生往往受到
文憑試的限制，即使擁有特殊的
才能，也無法發揮，我們希望能
幫助此類的學生，助其免卻文憑
試應考之苦，當然申請學生仍須
有一定校內成績並獲校長推薦，
有潛力升讀大學發揮自己。」此
外，為加強課程叫座力，恒大正
在籌備「政治、哲學、經濟」為
一體的組合課程，何順文指有關
課程在香港較具前瞻性，可培養
同學批判性思考，另該校亦有意
開拓心理學及研究生課程。

內地生報名數增三成五

收生方面，恒大去年取錄學生
2,014 人 ， 內 地 生 約 100 名 ， 商
科、融合媒體及傳播科技、文化
創意產品及亞洲研究等課程較受
港生歡迎，今年規劃的總收生人
數約為 2,000 人。截至今年 2 月，
內地生報名人數比去年增加
35%，但預計一年班整體收生數
字會因應本港適齡學生人數減少
而微跌。
何順文透露，會在今年年中興
建新教學樓，即創藝人文中心，
將作為創藝人文學科的課室，預
計明年 9 月竣工。新教學樓將設有
展覽廊，設沙田歷史、文物展
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