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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中，強調「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

年」，「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

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

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7月16日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

望」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在談到香港2049年遠景青

年的角色時表示，希望香港的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香港青年作為國家的一分子，肩負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責任。學者、青年和政界人士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和支持從未減少，更持續為香港締造有利發

展環境，呼籲治港者在教育上急起直追，做好國民、國安教育，增強

青年相關意識，並為青年創造發展空間等，讓青年牢牢把握國家給予的

大好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但受住房、學歷貶值等問題困擾，不
少香港青年對向上流動並不樂觀。有青年代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住屋問題限制了青年的發展空間，連帶影響他們工作
及組建家庭的計劃，期望特區政府全力讓青年安居，同時拓寬多
元產業，讓他們能抓得住向上流的機會。
全國青聯香港特邀委員、民建聯屯門區議員賴嘉汶認為，只有
先讓青年安居，才能處理好他們其他發展問題。她解釋，單身年
輕人或要花上10年輪候公屋，更需符合入息及總資產淨值限額。
有些年輕人可能為「上樓」而限制自己的發展空間，從而阻礙了
他們組建家庭的計劃。
賴嘉汶直言，香港產業結構單一，並非所有畢業生都適合投身

金融業，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在體藝和文化創作等產業投放更大資
源，拓闊年輕一代的發展空間，特別是近日有香港青年在奧運會
上取得佳績，證明香港年輕人在體育方面也有發展潛力。
青年民建聯總監、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隨着香港專
上教育普及，每年都有數萬位學士、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畢業生投
身職場，部分行業求職者更出現供過於求，導致具學士學位的青
年實際收入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低。隨着適齡學童減少，他建議
特區政府應減少副學士學額，並妥善規劃學士、副學士和高級文
憑開設的學科。

倡優先處理學額和置業問題
置業方面，顏汶羽指出，特區政府現時並沒有專門針對青年的
房屋政策，很多青年結婚後都得分開居住，不利組織家庭。香港
青年發展問題環環相扣，政府應先處理好學額和置業問題，才能
為青年接駁發展階梯。
就特區政府自2018年起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諮詢及法

定組織的青年成員整體比例亦因此上升。香
港菁英會秘書長高松傑認為，數字反映不少
青年對參政議政和地區建設都非常踴躍，建議
特區政府增加參與自薦計劃的委員會數目，並涵
蓋更多不同政策範疇。同時，特區政府也可以增加
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
委員的青年比例。
賴嘉汶則表示，相信社會都很歡迎青年參與服務社

會，但政府要做好相應教育和宣傳，讓有志議政或服務社
會的青年明白國家和香港的未來走向，而他們提出的倡議不
能偏離國家發展方針。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質
詢時表示，香港的國民教育有缺失是不爭事實，社會普
遍認為提升青年的國家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十分迫切。
有教育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經歷過英國
殖民統治，香港有不少人對國家及「一國兩制」的認知
都有誤解和偏差，加上西方媒體和政客的錯誤引導，有
青年抗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故有必要從課程着手，同
時促進兩地學生課外交流，強化國民和國家歷史的教
育。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表示，香港的歷史問題令不少港

人對國家歷史、制度，以至中國共產黨產生誤解，加上
西方媒體和政客長期錯誤引導，令不少年輕人被荼毒，
甚至參與違法活動。

建議中史科更名為國家歷史科
他建議，中國歷史科應更名為國家歷史
科，並讓學生對兩岸四地有基本知識，
而國家歷史作為初中的必修科，內容涵
蓋鴉片戰爭到國家近代歷史，特別是
要讓學生認識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
的成立過程，做到詳今略古，高
中選修的國家歷史科則可以主
要教授古代史。
雖然過往香港一直有推行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但前
年有不少年輕人無視法
治參與違法活動，黃
晶榕指出，「公
民」在學術上具有
「國民」的含義，但
港人普遍將「公民」理
解成沒有中國人身份的
「世界公民」，期望公民
及社會發展科未來可以彌補
這項缺失。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

講座教授張炳良認為，香港經歷了
前年的暴力事件，必須要細緻地處理
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不能一蹴而
就，可以透過促進兩地人民交流、相互
接觸，製造潛移默化的空間，讓港人親身
感受國家發展實況，相信這樣可以逐漸加深
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

要把握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給予香港的功能定位，人才是不可或
缺的元素。有政界人士和學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產
業的深度和闊度都有待改善，認為特區政府應參考鄰近國家和城市
的經驗，開拓多元產業，提供更好配套，以吸納更多專才。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認為，特區政
府應檢視並找出能配合香港下階段發展的重點行業，再主動宣
傳、爭取相關行業的人才來港，發揮連帶效應。香港經歷暴
力事件後，外地人士可能對香港的政治形勢感到憂心，故特
區政府應主動做好宣傳解說。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香港產業

的深度和闊度都有待改善，若不改變產業結構和改善各種配套則較
難吸納人才，例如新加坡的面積雖然較香港小，但在配套方面較香港

好，自能吸引更多人才。他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有不少獨特
優勢，相信只要與時俱進，一樣可以吸納不同專才。

倡仿內地推優惠吸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特區政府應吸納世界優秀人才，尤其
要團結各地華人，讓香港能在國家發展中作貢獻。她指內地很多城市推
出獎金、稅務優惠或租屋津貼等措施吸納人才。雖然香港也有吸納人才
的措施，但相對內地城市仍有提升空間，期望特區政府可以改善相關配
套。
在吸納創科人才方面，葛珮帆表示，特區政府近年已投放更多資源推
動創科發展，但需要時間成形，而特區政府在吸納人才的同時，亦要從
小培訓本地創科人才，讓學生可在中小學就打好相關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可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不少港青仍猶豫不決。
有香港青年代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港青不熟悉內地法規和文化，不敢貿然北上創
業或工作，建議特區政府可以提供法律和會計諮詢服務，及往返兩地的交通津貼，推動「家在
香港、灣區工作」模式，讓他們逐步適應到內地城市的工作模式，為大灣區建設作貢獻。
青年民建聯總監、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港青未必能在短時間內適應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生活，但廣深港高鐵大大縮短港人到內地城市的時間，建議特區政府推出月票或交通津貼，減省港青
北上工作的交通和住屋成本，實現「家在香港、灣區工作」模式，讓他們可以逐步適應在內地城市的
工作模式。
他又建議，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應擴闊至持副學士學位和高級文憑學歷的港青，特別是修讀出版、

創作等青年，他們在內地城市普遍有較大發展空間。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高松傑表示，受政治爭議影響，香港過往並沒有充分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紅利，

局限了青年向上發展的機會。

港青應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他認為，香港青年應搭上國家發展快車，把握大灣區機遇，而特區政府必須急起直追，幫助青
年發展，促進產業多元化，同時統籌、協調和推動大灣區建設的各項政策和措施，提高社會各
界對大灣區的認識，並協助香港中小企申請相關優惠措施。
「治港新政」成員、工聯會社區幹事黃遠康表示，不少有意在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因為不
熟悉內地法規而卻步，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法律諮詢或會計服務，同時加強宣傳，
令香港青年掌握更多相關資訊。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也是個人以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香港國安法去年實施
後，令一度被黑暴蹂躪的香港回復穩定，但要深化和提高市民，特別是青年對國家安全的意
識，維持社會穩定，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有責任全力推動有關的教育工作。有政界人士表
示，國家安全範疇廣泛，除了在校園推動學生認識國家安全的基本知識，特區政府也可
考慮邀請不同界別人士，向公眾講解不同範疇的國家安全事宜。

倡以國安案首例說明違法後果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特區政府需致力在校園，包括大學做
好國家安全教育工作。至於公眾教育方面，特區政府可以使用黑暴案件和近日
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的裁決為例，向公眾解說清楚非法行為的界線和違法後
果，例如「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具有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含意。
國家安全涵蓋的範疇廣泛，但市民似乎只認識政治安全和國土安全。黃
國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或香港特區實施經濟制裁，已涉
獵到經濟安全的範疇，但特區政府和社會過去都只會認為是國與國之
間的糾紛，未有清楚說明國家採取反制措施的道理。他建議特區政府可
按照不同範疇的國家安全事宜，邀請相關界別人士進行解說，相信能令
市民更全面地認識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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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處理置業 協助青年安居

國教勢在必行 提升身份認同
廣邀專家解說 增進國安意識

國民教育情況
學生對國情和國家歷史的認識嚴重滯後

2012年，教育局曾計劃於同年9月將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列為小一至中六的必修科，但部分反對組織
發動集會和罷課，特區政府決定擱置課程指引

2021年，教育局宣布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並公布課程和評估指引。課程分為三
大主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
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指引列
明，要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國情，建立國家觀念
和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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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教育工作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

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將每年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2018年4月15日，香港首次舉辦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旨在提高全民國家安全意識，營造維護國家安
全的濃厚氛圍，增強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力，同時認識國家憲法、基
本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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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發表的報告，約有266,200
名15歲以上港人將來有興趣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生

活，當中有約63,500人想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做
生意，約7,200人想讀書或進修。有不少受訪者表示，
若能提供跨境交通費津貼，會增加他們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生活的興趣

特區政府於今年1月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逾380間企業提供約2,900個職位空缺，求
職申請數目已超過1.8萬個，目前有逾400人成功入職

廣東省早前發布《廣東省事業單位2021年集中公
開招聘高校應屆畢業生公告》，合資格的港澳畢業生
可報考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山、江門、肇慶及省直駐上述各地事業單位9,
000多個職位

港人到大灣區發展情況

用好國家紅利 助青北上創業

2049

�

���

����

����

����
��� 

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

�

���

����

����

����
��� 

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

國民國民
教育教育

北上發展北上發展

國安工作國安工作

●有政界人士表示，特區政府應考慮邀請不同界別
人士，向公眾講解不同範疇的國家安全事宜。圖為市民

了解「全民國安教育日」的資訊。 資料圖片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參與者的所屬地區
中國內地 147人 其他亞太地區 57人 歐洲及美洲 20人

●有政界人士
和學者指出，香
港應開拓多元
產業，提供更
好配套，以吸納

更多專才。圖為
香港中環街頭行

人步履匆匆。
資料圖片

中國內地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其他

6,179

159

130

127

532

*最多參與者從事金融及會計服
務，共1,767人，其次為資訊科
技及電訊，有1,625人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參與者的所屬地區

香港特區引入人才情況

開發重點行業 爭引境外人才

人才引進人才引進

●有青年代表表示，住屋問題限制了青年的發展空間，連帶影
響他們工作及組建家庭的計劃，期望特區政府全力讓青年安居。圖

為青年揀樓「上車」。
資料圖片

●有教育界人士認為，
香港有青年抗拒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故有必要從課程着
手，並促進兩地學生交流，強化國

民和國家歷史教育。圖為本地中學的升
旗禮。 資料圖片

●有香港青年代表指出，特區政府可提供法律和會計
諮詢等服務，讓港青逐步適應到內地城市的工作模式。圖

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招聘博覽」中的求職青年。
資料圖片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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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本地置業及發展情況

青年發展青年發展

置業困難
35歲以下年輕人在整體自置居所戶主中的比例由1997

年的22.1%跌至2019年的7.6%，而首次置業人士的平均年
齡於2019年更推遲至44歲

學位貶值、收入下降
於2019年達20歲至24歲、擁有學士學位的年輕人平均月

入約1.8萬元，較於1970年的約1.94萬元下跌近7.2%
議政人數

特區政府於2018年起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截至
今年4月，透過計劃直接或間接獲委任至諮詢及法定組織
的青年人擔任約400個職位。諮詢及法定組織青年成員
的整體比例從2017年的7.8%上升至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