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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昨日是一年一度「敬師
日」（又稱「教師節」），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
「敬師日」慶典拍攝宣傳
片，感謝教師以專業精神，
盡心盡力培育下一代，特別
是在疫情期間，即使面對不
同的挑戰，教師都把學生的
福祉放在首位，在保障學生
健康的同時，亦讓他們繼續
學習。
林鄭月娥表示，教育是

立德樹人的工作，藉着
「敬師日」她衷心向各位
堅守崗位的教師致敬，而
特區政府會繼續為學校及
教師提供支援，亦希望隨
着愈來愈多人接種疫苗，
香港可以盡快走出疫情，
讓教師可如常教學，學生
可如常上課。

楊潤雄籲教界踴躍投票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

在fb發帖表示，9月10日是
教育界的表達對老師敬意的
大日子，他祝願各位老師和
校長事事順利、身心康泰，
至於今年的「敬師日慶典暨
表揚狀頒發典禮」則已定於
9月20日舉行，令人期待。

他提到，過去一年多，香港國安
法順利實施，社會由亂轉治，學校
免受干擾，有利於教育回歸專業，
而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員會
教育界別分組比以前更具廣泛代表
性，更能反映多元及全面的聲音和
意見，故呼籲教育界代表在9月19
日踴躍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 9月10日，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授權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TVB）在香港特區播出第十四屆
全國運動會和全國第十一屆殘疾人運
動會暨第八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賽
事節目。香港受眾可通過香港翡翠
台、J2、無綫新聞台、明珠台、無綫
財經資訊台等同步欣賞本屆全運會和
殘特奧會的全部賽事和開幕式、閉幕
式、頒獎儀式等各類精彩活動。這是
總台為服務香港民生福祉送上的一份
全運會大禮。
央視總台亞太總站副站長王鐵剛和香

港TVB副總經理曾志偉代表雙方簽署
了授權協議。

港派169人參加全運會
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和全國第十一屆

殘疾人運動會暨第八屆特殊奧林匹克運
動會將分別於今年9月15日至27日、
10月22日至10月29日在陝西舉行。香
港特區將派出由169名運動員連同66名
工作及醫護支援人員組成的代表團參加

此次全運會。中國香港運動員將參與18
項決賽項目，包括射箭、田徑、羽毛
球、拳擊、皮划艇（靜水）、自行車
（公路、場地、山地）、馬術（場地障
礙）、擊劍、高爾夫球、體操（藝術體
操）、乒乓球、跆拳道、網球、排球
（沙灘排球）、棒壘球（棒球）、空手
道、攀岩及武術（套路、散打）。
曾志偉在採訪中表示，剛剛結束的奧

運會帶來的運動熱潮還在香港持續，感
謝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能夠授權TVB轉
播全運會，讓運動熱潮在香港持續，也
讓全香港的市民都能夠通過TVB看到
本屆全運會的全貌。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同意廣東、香港、澳門承
辦 2025 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
函》。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政府、
澳門特區政府將共同承辦第十五屆全
運會。這將是首次由多地區聯合承辦
的全運會，也是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之
後首次共同舉辦的全國綜合性體育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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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知識產權保障落後 擬重修版權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家
「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提升
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直言，香港知識產權保障
落後，並透露在新選舉制度下，立
法環境有所改善，特區政府有意重
推之前因反對派阻撓而兩度撤回的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但暫
未有時間表。

新選制下立法環境有所改善
特區政府於2011年及2014年均曾向

立法會提交《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但草案最終均因反對派「拉
布」而被撤回。邱騰華近日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新選舉制度下立法環
境有所改善，特區政府應該要把握機
會重提修例。

他解釋，本港在保障知識產權方面
的法例落後，未能配合國家支持香港
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任務，
「版權條例我們有十年落後了，很多
保護都不足夠，包括外商在香港投
資，如果我們要做知識產權交易中
心，沒有完善的法例，會影響人們的
信心。」
當年的修例目的是針對網上串流平

台出現大規模盜版電影及劇集，戲
仿、諷刺、評論時事等都可以獲得豁
免，但二次創作者擔心其創作自由會
被收窄，甚至形容修例會變成政治打
壓工具。

先諮詢業界 未有時間表
邱騰華回應表示，社會過往就《版

權條例》修訂的討論往往流於口號
式，將問題兩極化，又強調基本法所

保障的人權和自由等市民利益，必然
會繼續受到保障。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尋求一個能夠

符合業界，以及經濟、民生、社會整
體向前發展需求的平衡方案，並會先
諮詢業界意見再將法案提交立法會，
暫時未能透露修訂的細節和辣度，亦
未能預告會否在下屆立法會會期展開
之初展開有關工作。
香港版權論壇成員李偉榮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直言，香港版權保障較其他
國家及地區落後十多年，現屆特區政
府要立刻籌備修例，希望下年在新一
屆立法會通過，「音樂串流基本上創
作人很難收取報酬，漫畫界基本上因
為網上盜版太厲害，差不多生意萎縮
了九成。……我相信不難說服成員支
持豁免（二次創作），要杜絕的是有
系統地商業侵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昨
日「都大講座」上，林鄭月娥被問及對
港人移民的看法時表示自己抱平常心看
待，但她同時強調，香港仍然非常有吸
引力，近年申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高學歷人才持續增加，且各方面發展
前景佳，疫情控制也好，「如果自己覺
得城市好，就不需要擔心，我只會（為
離開的人）覺得可惜。」

聞有港人到外地後「好淒涼」

林鄭月娥表示，每個人都有選擇到
其他地方生活的自由，自己對此持平
常心。不過她亦提到，曾聽聞不少個
案，港人到外地後並不習慣，子女就
學讀書也遇到種種難以適應的問題，
情況「好淒涼」，認為有關人等應好
好思考，了解各方面的發展和打算前
往的地方的情況。
她強調，香港仍有很大吸引力，能
吸引優秀人才，以「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為例，近年申請人數持續增加，

今年上半年申請者已佔全年近半名
額，大部分人更擁有碩士或博士學
歷，反映「有好多人想來香港讀書、
發展、做研究」。
至於今年新推出、招攬頂尖科研人

才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更是
「超晒額」，計劃原預計五年內提供
最多100個名額，但首年申請已過百，
至今遴選出40幾人，各申請人均十分
優秀，其創新科技的研究均具原創性
和尖端。
林鄭月娥坦言，聽聞有港人到外地
後「好淒涼」，遇到種種適應問題，
勸喻有此想法的人三思。

高學歷者申「優才計劃」續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及青年人才流動是昨日
「都大講堂」的焦點之一，多名參與
者都有圍繞相關議題向林鄭月娥提
問。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發展為年
輕一代創造了重大機遇，認為香港青
年當務之急是更深入認識國情，了解
國家的發展，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感，
同時要在知識、技術上裝備好自己；
而特區政府也正努力推動 STEM教
育，培育更多年輕人才配合創科發展所
需。
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為港青提供廣
闊的發展空間，以最新公布擴展的前海
合作區為例，面積有約120平方公里，
而香港島僅有約80幾平方公里，「多
數人在香港過着上學返工朝九晚五的生
活，可曾想過河對面有廣闊的商業
區？」她表示，可以料想到前海將來會
需要大量的建築師、律師等，加上整個

大灣區便約有8,600多萬人口，就市場
而言遠比香港700多萬人為大。
她介紹，特區政府早前推出「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以鼓勵香港青年於大
灣區內地城市創新創業，倘港青有意前
往發展，當務之急是更深入認識國情，
了解國家的發展，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感，同時要在知識、技術上裝備好自
己。

推廣STEM教育 培育創科人才
針對創科年輕人才的培育，林鄭月娥
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廣STEM教
育，令學生在中小學時期多接觸STEM
教育，從小誘發他們的興趣。
針對有指多間大學希望未來可以放鬆

招收非本地生及內地生的限制，她表
示，明白大學的意向，也知曉有諸多內
地優秀學生期望能來港學習，會與教育
局商討有關事宜。

港青當務之急 深入認識國情

原香港公開大學今年9月正式改名為香港都會
大學，校方特別於昨日在校內舉行首場「都

大講堂」，邀請林鄭月娥為主講嘉賓，以「『十四
五』規劃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題，與數百名
出席者分享。

政府定位：提供監管促成推廣者
在講座上，林鄭月娥先介紹了國家「十四五規

劃綱要」中港人可以受惠的第六十一章港澳專章
及第三十一章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重點內容，並
點出特區政府的定位──既是提供者、監管者，
更要當促成者及推廣者，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林鄭月娥指出，自2019年黑暴分子橫行，港人
人身安全受到影響，加上超過20個月的新冠疫情
挑戰，受到未能正常通關的困擾。其間，中央多
次出手幫香港解決難題，包括出台香港國安法、
完善選舉制度等，讓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到
興、由興到盛」，而特區政府也恢復了行政主
導。
她形容，目前的局面已經改善，不再會被內
耗、泛政治化的立法會拖後腿，官員們恢復了想
辦實事的態度，從去年底到今年10月，立法會通
過約46條草案及約3,100億元的撥款，打破歷史
紀錄。

空間觀念政策機制引創新想法
林鄭月娥直言，香港目前不少政策都顯得較為落

後，故特區政府未來將秉持「四新」精神從新角度
思考制定政策，一是，包括在空間上的擴展與創
新。以往的政策僅考慮到深圳河以南就停止，未來
應考慮河對岸，利用好「一河兩岸」的融合發展優
勢。
二是觀念上也要更新。林鄭月娥表示，要改變不
干擾市場主導的觀念，透過政府主導力量，以生命
醫藥產業想要吸引海外大藥廠來港為例，就需要政
府主動批地專做此類項目，以增加吸引力。
三是在政策方面同樣要更新，讓政策與時並進，
大力推動政府創新及社區建設更新，推動地區發
展，包括正在進行的保育中環、起動九龍東、躍動
港島南等。
四是機制上要革新。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提及

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便應該有新的文化局推動工作，
又常被人詬病的政府部門間「各管各」缺乏跨部門
合作等問題也需要改變。林鄭月娥透露，有關方面
更多的新內容「可期待於10月6日的施政報告看
到」。
被問及有人擔心在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快速發展
下，香港特區的地位或會被弱化，林鄭月娥斬釘截
鐵地表示，香港要找準自己的地位，市場主導，企
業推動，中央引導，香港地位不會被弱化。
對修例風波期間，不少人對香港教育的評價下滑
或持不信任態度等，她強調，自己對香港教育充滿
信心，相信香港教育質量會不斷提升。最後，她總
結道「香港有成功的DNA，那就是依託祖國，面
向世界」，勉勵大家應「以香港人骨子裏的拚搏精
神積極迎接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國家「十四五」規劃多個篇章提到

香港與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展示出國

家對香港的支持，更為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指引未來方向。 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都大講堂」

首場講座亦以此為題主講分享，她表

示，為更好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

的機遇，特區政府應該發揮「四新」

精神，於空間、觀念、政策、機制四

方面引入創新想法，例如在空間上不

再 將 發 展 考 慮 止 步 於 「 深 圳 河 以

南」，及改變以往「不干擾」觀念等

固有守舊思維等。她強調香港擁有依

託祖國、面向世界的「成功DNA」，

勉勵港人應以骨子裏的拚搏精神積極

迎接挑戰。

●多名參與者都有圍繞相關議題向林
鄭月娥（左）提問。右為都大校長林
群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都會大學公開講座系列「都大講堂」，由特首林鄭月娥主講首場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