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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電音節涉毒 樂迷1死3危

融國家大局 澳門變多元
拓“特色金融”表現優異 冀抓“帶路”“大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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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允中教授
資料圖片

澳門回歸初期，博彩業作為最大龍
頭支柱產業，拉動整體經濟連續10多年
高速增長。然而自2014年6月以後，澳
門博彩業毛收入連續下滑26個月。

澳門特區政府、企業及市民意識到
“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性
及迫切性。去年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公佈
首份5年規劃，提出建設“世界旅遊休
閑中心”的未來發展定位。

郝雨凡：整體把握社經發展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院長

郝雨凡日前接受中新社採訪時指出，要
整體把握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就要做好
舊有“博彩業”與打造“世界旅遊休閑
中心”目標間的銜接。
郝雨凡認為：“在這點上，澳門特

區政府一年來有宏觀整體的推進，態度

及具體舉措很正面很積極。”

梁維特：產業多元逐步實現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

特亦表示，從一些數據可看出澳門產業
結構在改變。今年上半年，澳門博彩服
務出口增長約15%，但其他旅遊、服務
出口增長約21%，代表澳門產業多元性
逐步實現，數據顯示進展積極向好。

國際展覽業協會近日發佈的年度報
告認為，澳門擁有過去5年亞洲區表現
最出色的展覽市場。澳門淨銷售展覽面
積由 2012 年至 2016 年升幅高達近
200%，為全亞洲最高，平均每一展覽
更錄得近210萬美元的收入。

梁維特表示，澳門是自由港，銀行
的融資成本遠比內地低，當思考“澳門
所長”如何用到“國家所需”上時，就

想到了“特色金融”。作為微小經濟
體，澳門近年始終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重要倡議及
發展規劃，通過參與區域合作機制融入

整個國家經濟發展。
他續指，通過區域合作機制，既有

本地企業受惠，同時引進其他國家優質
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據中新社報道，近年澳門特區在經濟發

展上不斷積極求變，一方面依據自身特色扭轉單一結構，促進適度多元發

展，另一方面通過參與區域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效顯著。過去幾

年，澳門政府及商界在打造“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拓展展覽市場、發展

“特色金融”方面有優異表現，更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等國家重大戰略發展，找到新的發展機遇。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教授楊允
中近日接受中通社專訪時
指出，“一國兩制”在澳
門的實踐，是“小劇場上
演大劇目”，地方很小，
但上演的都是大劇、名
劇。總體看“一國兩制”

在澳門的實踐取得全面成功。回歸後，澳門社會和
諧、包容、穩定，經濟持續走強、民主持續走高，
澳門居民在經濟發展中受益，民眾愛國愛澳核心價
值觀到位，特區正面形象被認可。

據中通社報道，楊允中在訪問中指出，廣大澳
門居民認同國家，認同愛國愛澳理念，回歸後在
“一國兩制”之下，居民愛國愛澳意識更加全面擴
充及提升，政府與居民合作形成良性互動，容易形
成共識。

隨澳門與內地間交往加深，兩地人員流動亦同
步增加。楊允中說，由於到內地更加方便，去內地
讀書做生意的人員交流暢通，澳門從兩地交往中受
益；而到澳門的內地遊客增加，促進當地旅遊業發
展同時，也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楊允中指出，澳門回歸後納入國家整體發展，

不再孤立。國家對澳門發展有拉動作用，澳門也應
搭上國家發展快車。在“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基
礎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還支持澳門成為“以
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
地。楊允中指出，澳門開埠以來，葡萄牙帶來歐洲
文藝復興後期已經誕生的科技、文藝成就。近500
年中國歷史發展亦與澳門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澳
門成為東西方歷史連接的重要樞紐。

楊允中強調，澳門有歷史特殊性，扮演的角色
不可替代。他認為澳門應發揮文化傳統優勢，成為
國際認同的現代國際交流中心，為東西文化交流合
作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近年澳門特區在經濟發展上不斷積極求變，一方面依據自身特色扭轉單一結構，促
進適度多元發展。圖為澳門官也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通
社報道，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選舉17日上午9時開始投票，投票於當
晚9時結束，全澳票站隨即關閉、轉為點
票站，預料凌晨時分會有初步結果。澳
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表
示，初步數據直選投票人數17.4萬，投
票人數為歷屆最高；投票率57%，約高
於上屆2個百分點；間選方面，投票人數
約5,500人，投票率約91%，數據有待進
一步確認。

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由33名議員
組成，選舉將產生14名直選議員和12名

間選議員，其餘7個議席將由特區行政長
官在收到選舉總核算結果後的15天內委
任。

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有投票資格的自
然人選民有307,020人，比2013年第五
屆立法會選舉時的 276,034 人增長
11.23%；法人選民859個，比2013年的
719個增長19.47%。

186人競逐14直選議席
24個候選組別的186名候選人競逐

14個直選議席。12個間選議席將從工
商、金融界組別，勞工界組別，專業界

組別，社會服務及教育界組別，文化及
體育界組別一共15名候選人中產生。

17日清晨6時許，選管會工作人員
陸續將票箱和選票送至各投票地點。8時
許，多個投票點外已有大批選民排隊，
準備進入投票站投票。

選管會主席唐曉峰上午視察各票站
的準備工作及選民的輪候情況，重申在
選舉日不能進行任何競選活動，否則須
負刑事責任。澳門特首崔世安中午抵達
其所屬的慈幼中學投票站投票，並呼籲
廣大選民履行公民責任，踴躍投票，投
出心儀的組別。

■澳門17日舉行立法會選舉投票，選民踴躍投票。
澳門新聞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偉明蕭景源）
世界級户外電子音樂節“Road To Ultra”
16日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舉行香港站音樂會，
吸引逾千樂迷入場狂歡，惟先後有4名青年
男女疑樂極生悲暈倒送院，經搶救後證實1
人死亡3人命危，警方事後在現場檢獲小量

搖頭丸等毒品，重案組正調查是否與案件有
關。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17日發出聲明對
事件感到難過，指4人是中暑送院，警方正
調查事件，現階段不適宜評論（見另稿）。

送院證實死亡的男樂迷姓鄒（27歲），
任職獵頭公司人力資源顧問，警方稍後將安
排剖屍檢驗死因。另外3名情況危殆的男
女，包括姓戴（21歲）女子、姓盧(22歲)及
賴（29歲）男子，現仍在醫院深切治療部留
醫，據悉部分人的尿液樣本驗出含毒品。

4人互不相識身體現抽搐
消息指，4人互不相識，送院時已陷昏

迷，身體出現抽搐。醫生的初步診治結果顯
示各人雖有中暑跡象，但亦有服食過量藥物
症狀，其中戴女及賴男更需由呼吸機協助維

持生命。
賴父指，兒子從事電影及音樂MV剪片

工作，平日熱衷電子音樂，為人上進顧家，
不煙不酒，無不良嗜好，更經常跑步鍛煉身
體，16日兒子表示出外玩，但沒有說是去音
樂會，直至17日上午始知兒子出事留院。

而戴女則出現腎衰竭現象，要接受血液
透析治療（俗稱洗血），家人17日在醫院守
候，顯得憂心忡忡。

警方非常重視案件，16日晚已派人到西
九文化區苗圃公園音樂會現場調查，檢獲小
量搖頭丸、“藍精靈”及一些新興毒品等，
此外更有目擊者聲稱在場內目睹有人服食懷
疑毒品，因而不排除1死3危事件與濫藥有
關。17日下午警方重案組探員再到現場及醫
院蒐證。油尖警區重案組林浩明警長表示，
正嘗試聯絡舉辦活動及場地的負責人調查，
包括索取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以追查當時
音樂會場內情況。■音樂會期間參與者情緒高漲。 網上圖片

■■音樂會期間音樂會期間，，舞台兩旁據知舞台兩旁據知
設有閉路電視監察設有閉路電視監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自幼失明弱聽、手觸感弱，
需以唇代目，但“唇讀狀元”曾
芷君靠自身的努力，成功跨過文
憑試，剛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畢業。大一時申請到英國遊學，
有機構以支援不足為由把她拒諸
門外，幸得中大幫忙，終能踏出
香港，到訪牛津。這經歷讓今年
畢業的芷君下定決心向外闖，早
前她獲頒新亞書院首屆“越障海
外研究生獎學金”，將到英國倫
敦學院（UCL）修讀為期一年的
社會政策碩士課程，盼“吻”出
一片天。

芷君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分享其4年大學生活點滴及
對升學英國的期望。即將升讀
UCL“社會政策與實踐的系統評
估”碩士課程，她指從小獲得社
會幫助，希望藉着此次機會學習
專科知識，擴闊視野，將來回饋
弱勢社群。她之所以選擇英國，
原來與其大一暑假參加英國牛津
大學的遊學團有關。短短三周，
英國的古雅文化已令她傾心。雖
然眼看不見，聽力稍遜，但芷君
用不同感官感受當地氣息、接觸
當地市民、體驗當地生活，對英
國的印象變得更立體鮮明。

要去遊學團，對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SEN）學生並不容易。
負責舉辦上述遊學團的機構曾以
無足夠SEN學生支援經驗為由，
拒絕芷君的申請，令她深感挫
敗。本欲放棄，芷君在一次機緣
之下，與中大輔導長吳基培聊
天，從小怕事的芷君遂鼓起勇
氣，向吳基培提出SEN學生申請
交流的困難。吳基培其後出面與
相關機構交涉，芷君終於如願以
償。這也令她明白，“有時一分
耕耘，未必有一分收穫，但機會
總要自己爭取！”

■“唇讀狀元”曾芷君將到英國倫敦學院
（UCL）修讀碩士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曾芷君分享其4年大學生活點滴及對升學
英國的期望。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17日發佈基層婦女對家庭友
善政策的意見研究報告，結果發現115名
受訪婦女中，只有30%從事全職或兼職工
作，兼職工作婦女中，多於90%的原因為
照顧家庭。

工作婦女月薪中位數為4,160港元，
遠遠不及2016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
季統計報告》女性個人每月就業收入中位

數12,000港元。而未能就業之婦女當中，
同樣有超過90%原因為照顧子女。

協會建議研究婦女產後至工作之接軌
情況，完善整個兒童照顧及鼓勵就業服
務，包括研究婦女產後重回工作崗位時的
子女歲數，以免因長時間照顧子女以致長
期失業，並建議提升使用託兒服務比例及
增加服務種類，又提出設立託兒服務券，
減低婦女託兒照顧的經濟壓力。

港僅三成基層婦就業

港良師“口訣歌”助身障生學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教師春風

化雨，不論是教學和關懷，會影響學生的一
生。在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任教
的譚蘊華，20年來教導過不少身障學生，為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她自創“口訣歌”，
讓學生從易記、易學的口訣中尋找學中文的
樂趣。她又與教師及社工組成“圓夢小
隊”，發掘學生興趣及才能，並尋找資源為

學生完成夢想。

首位港人膺“最美教師”
憑着教學的熱誠及對學生的關懷，令譚

蘊華成為央視“十大最美教師”之一，更是
“最美教師”首個香港得獎者。

現年47歲的譚蘊華，早年就讀師範學
校，畢業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至今已達第
二十四個年頭。首4年她在國際學校任教中
文，進修時在導師建議下，選讀特殊教育相
關課程，開啟了教導特教生之路。譚蘊華表
示，她早在國際學校已為外籍生設計教材和
安排活動，學習中文；但特教生的學習能力
及差異大，不少肢體弱能的學生，身體的障
礙或會影響他們的智力和記憶力，因此她想
透過調適教材，令他們更有效學習中文。

約在十年前，她創作了“口訣歌”，透
過生活例子，令中文字更形象化，提升他們
對學中文的興趣，“一點去到筲箕灣，一撇
去到牛池灣，列車轉彎，列車轉彎，列車再
轉彎，叮叮噹噹。”上述是其中一首“口訣
歌”，唸出“為”字的筆順及筆劃。“口訣
歌”容易掌握，家長亦可為子女溫習，曾有
家長向她表示，子女不再抗拒學中文。

譚蘊華視學生為子女，“學生成功我就
最開心”。她口中的成功，並非學生以優異
成績畢業，而是看到他們成功突破自身限
制，完成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懲教署
2015年起推出教育項目“思囚之路”，讓
學生在模擬在囚過程中反思犯罪的代價，
計劃奪本年公務員優質服務獎勵計劃隊伍
獎（專門服務）優異獎。獅子會中學26名
中三及中四學生早前就化身販毒的“陳大
文”，經模擬法庭被判入獄8年後，被送
往馬坑監獄一嚐階下囚滋味，經收押程序

如打指模後，便在囚室體驗生活，包括訓
練疊被子及試睡囚倉床，並進行步操訓
練、剪草，及體驗獄中的飲食生活。

去年因販運危險藥物而被判入獄的阿
良（化名）亦在活動中與學生分享，希望
提醒青年三思而後行，18歲的他指自己自
中學起加入黑社會，及後因運毒被捕後，
發現身邊的“朋友”只是利用自己，入獄
後曾想放棄自己，在家人的鼓勵下，他重
新振作並計劃在11月底出獄後攻讀大學文
憑課程，以行動證明自己已改過。

參加者中四學生吳澤賢表示，第一次
接觸在囚者，一直以為監犯一定凶神惡
煞，但阿良很友善，很佩服他的無私及勇
氣，他的人生像一面鏡，勸勉青年不要重
複他的經歷，令人畢生受用，很感謝他。

■譚蘊華創作的“口訣歌”，幫助特教生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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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蘊華譚蘊華（（左三左三））與學生合照與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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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推“思囚之路”港學生體驗坐牢

澳門立會選舉投票人數創新高

■■學生在囚室體驗鐵窗生涯學生在囚室體驗鐵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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