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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訪金文泰中學抒感受

國安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早上探
訪金文泰中學，出席學校於國慶日
後首個上課日的升旗禮，了解學校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及國民教育的工
作，並與學生交談。他們分享了參
與國慶日慶祝活動及其他公民教育
相關學習經歷後的感想。李家超
說，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是應有
之責，應以培育具國家觀念、傳承
中華優良文化，以及守法守規的公
民為目標，讓學生對作為國家和中
華民族一分子感到自豪，為國家和
香港作出貢獻。

觀看升旗禮並與學生交談
李家超昨日在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陪同下，觀看由
學校升旗隊進行的升旗禮。之後，李家超和同學們作
了多方面交流，包括升旗隊的訓練經歷和感受、學長
的領導角色、學生公民大使的見解和實踐感想等。曾
參加今年 6 月及 9 月舉行的 「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
園」及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話天宮」活
動的同學更分享了興奮之情和感受，並談及從國家航
天員和專家們所學到的寶貴知識。
李家超表示，香港學生可以與國家航天專家和在軌

首先要改革大專入學要求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黃元山表示，要完善各
行業的人才培訓，需要推動學術、應用及專業資歷
互通，搭建學術、應用及專業資歷之間的 「立交
橋」，循商校合作，標準互通，技能提升，資歷認
證等方向搭建行業的發展階梯。他以紡織及製衣業為
例，優秀的設計可令這個傳統行業升級轉型，目前理
工大學、都會大學及製衣業訓練局等都有相關的應用
型課程，但在官、商、校合作，推動行業發展方面仍
未足夠。現有種種課程未能與大型服裝企業建立足夠
緊密的夥伴關係，未做到透過共同設計課程、授課及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中右)在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中左)陪同下，昨探訪金文泰中學了解國安教育推行情況並與
學生交談。
政府新聞處圖片
航天員直接交流對話，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這顯示國
家支持和高度重視香港青年發展。他鼓勵同學多參與
國民教育活動，增強對國家的認識，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成為負責任、珍視中華文化和對社會和國家有承
擔的公民。

了解學校推國安教育進展
李家超其後聽了金文泰中學校長馮黎妙儀介紹該校
落實國家安全學校行政指引，以及推動國家安全教育
和價值觀教育的實踐經驗，並與老師交談，了解學校

於課堂內外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進展，包括怎樣促進
學校加強推動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李家超在社交媒體表示，這次探訪很有意義，令他
與師生們充實地、快樂地交流和分享，感謝學校的悉
心安排。他說，政府一直致力培養有國家觀念、香港
情懷、國際視野和社會承擔的新一代，讓青年人成為
尊重法治和守法的良好公民。因此，教育界的參與、
推動和支持必不可少。 「今次的探訪使我留下深刻印
象，我對學生們充滿希望，他們都表現出正向思維，
我們更應全力協助他們成長，共建未來。」

位(副學士和高級文憑)提升至 30%，應用學位(以技
能為主的學系)提升至 50%。」
另一方面，要優化自資界別撥款，目前 「指定
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學位每年有 3000
多個名額，但每年考獲 3322 門檻的學生有約 1.8 萬
人，資助學士學位有約 1.5 萬個，即 SSSDP 學額每
年都未能用盡。郭凱傑建議政府應根據院校成
本、課程內容(如產業的銜接)、就業情況等，而非
學 生 人 數 調 整 SSSDP 撥 款 ； 增 加 副 學 位 名 額 至
4000 人；涵蓋兼讀和銜接學位課程。
郭凱傑指出，要商校標準合併，首先要以財政
誘因鼓勵讓行業參與課程設計、評審、共同授
黃元山(左二)與郭凱傑(右二)獻策港府培訓應用型人才。
課，提升參與及資歷認可，將應用和專業資歷標
記者 李銘欣攝 準合併。其次是訂立行業標準，開辦雙方認可的
認證資歷，帶動紡織及製衣業轉型。
應用型課程，並納入資歷架構，鼓勵中小企於培訓過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表示，要
程採納行業技能框架，政府要以補貼推動持續專業發
提升行業資歷認受性，首先要改革大專入學要求。他
展及在職培訓。
說： 「以理大服裝及紡織學士課程的入學要求為例，
黃元山強調，政府應在今個施政報告正視產業規劃
DSE 成績要 3322，有需要這麼高嗎？我認為要將自資
與人才斷層的嚴重性，盡快作出整體規劃，以保人才
學士學位的 『才能為本收生』比例提升至 15%，副學
競爭力。

第二期消費券谷旺零售市道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特區政府於 10 月
1 日經 4 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向約 550 萬名合資格
市民發放第二期電子消費券。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
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王學玲表示，綜合兩期消費
券，共有 30 宗涉及商戶的投訴，暫有 1 宗個案確定違
規。
王學玲昨早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消委會共轉介約 30
宗涉及消費券的投訴個案，已交相關支付工具營辦商
跟進，經對方派出神秘顧客了解後，暫有 1 宗個案確

定違規，有關商戶的帳戶已被停用。她提到，有約
1.9 萬人重新登記領取第一期消費券，當中約 1.7 萬人
符合資格，於 10 月 1 日起可領取第一期消費券，2 個
月後可領取第二期。

國慶假期消費意欲增加
此外，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於另一電台
節目中表示，在政府發放第二期消費券後，過去的周
末零售市道旺丁旺財，有些行業的生意額升幅不俗，

當局提醒候任選委提交書面誓言
【香港商報訊】選舉事務處昨日提醒所有選舉委員
會候任委員須於法定期限 10 月 15 日或之前簽署並提交
選舉委員會書面誓言。

不遲於 10 月 15 日送達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提醒，所有候任委員（包括當然
委員、由提名產生的委員及由選舉產生的委員）必須
於法定期限 10 月 15 日或之前簽署並提交選舉委員會書
面誓言，方可獲納入 10 月 22 日發表的正式委員登記
冊，成為新一屆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截至 10 月 3 日，已

有共 327 名委員提交書面誓言。
候任委員可以自行安排任何持有現行執業證書的律
師監誓，並將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正本，在不遲於 10 月
15 日送達選舉登記主任的辦事處(地址：九龍九龍灣展
貿徑 1 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13 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在政府總部設立特別櫃台為候
任委員監誓，並會把即場簽署的書面誓言代為交予選
舉登記主任。候任委員可於辦公時間致電（電話：
3655 4824）預約。如候任委員身在內地或國外可聯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選舉事務處以協助作出安排。

新東區議員宣誓 16 人存疑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特區政府昨午安
排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第三場區議員宣誓儀式，新界
東 4 個區議會，包括北區、大埔、西貢及沙田區合共
52 名區議員將宣誓。宣誓前夕，當區有至少 3 名反對
派區議員辭職，分別是西貢區余浚寧、沙田區陳諾恒
及陳珮明。

3 反對派議員宣誓前辭職
在宣誓儀式上，出席的區議員逐一宣誓擁護《基本
法》、效忠特區，並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作為行
政長官授權的監誓人監誓。
徐英偉對其中 16 名區議員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
問，因此已向有關區議員發信要求提供額外資料，以
決定其宣誓是否有效，包括大埔區議會的陳振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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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落區沙田
窩心飯盒送長者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右)昨落區沙田向長者送上飯盒。

團結香港基金獻策育應用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在香港邁向再
工業化，為青年提供多元發展之際，據團結香港基
金一項研究指出，香港在大專界技能培訓方面較落
後，令青年和僱主均 「雙輸」，58%企業指人才短
缺是升級轉型的最大掣肘，75%僱主表示難以招聘
具合適技能的人才。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改革大專
入學要求，提升資歷認受性，加強業界商會、大專
院校及政府三方的合作培訓應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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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嘉、蘇達良；西貢區議會的李賢浩、李嘉睿、柯耀
林、王卓雅；沙田區議會的李志宏、石威廉、黎梓
恩、盧德明、黃浩鋒、吳錦雄、吳定霖、黃學禮、鄭
則文。
鑑於大埔區議員姚鈞豪現時在囚，監誓人認為現時
為其安排進行宣誓，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若姚鈞豪
的情況有變，而屆時他仍擔任區議員，政府會另行作
出安排。至於北區區議員黃凱盈已向監誓人提出未能
出席昨日的宣誓儀式的理由，並要求監誓人為其另作
宣誓安排，監誓人現正就其個案作出處理。
至於第四場區議員宣誓儀式將於本周五(10 月 8 日)在
北角社區會堂舉行，包括荃灣、屯門、元朗、葵青和
離島區議會。之前兩場區議員宣誓中，共 17 名反對派
區議員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區議員資格。

業內人士形容是人流不絕，例如電器舖、金舖或海味
店等。
邵家輝估計，之前受疫情影響難擺婚宴，目前疫情
轉穩定後，消費券帶動金舖這類高價貨品的店舖生意
亦好轉。他說，第二期消費券比首次發放時更能帶動
消費，估計因為部分人在第二期可領取 3000 元，較第
一期的 2000 元多，而且正值國慶假期，故消費意欲增
加。他希望，消費券刺激市道的效應能延續，最重要
仍是希望盡早正常通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到沙田參與愛心送暖行動，為區內長者送上健
康飯盒。他表示，照顧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一直是
特區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施政為民，人民是一切發
展的中心。他說，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匯聚能量，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必定能破解社會上最尖銳的
矛盾。
社區服務組織 「窩心服務隊」和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昨日傍晚 6 時在沙田圍 B 出口對開舉行 「愛心送餐」
活動。陳茂波、招商局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褚宗生、
招商局集團人事部副部長黃火欽、窩心服務隊總隊長
及創會會長郭宣彤等數十人參與。陳茂波說，活動不
但令他明白到區內老人家的需要，而且盡顯大家關心
長者的一面，非常感動。

點讚中資企業積極參與
他在社交平台指，在社區、人情暖，不少長者都是
相識的街坊，大家相互關懷問候，談談生活點滴和需
要，也是生活中的一點暖意。他說，照顧基層市民的
生活需要，一直是特區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施政為
民，人民是一切發展的中心。他認為，方法總比困難
多，無論有多少挑戰，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匯聚能
量，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必定能破解社會上最
尖銳的矛盾。
他談到，多年來，中資企業已成為本地社會的重要
一部分，一直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服務，關心基層朋
友及長者的需要，而這些愛心送暖，點滴累積，讓社
會更互助關懷。

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
大型圖片展 10.8 開幕

工作人員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為圖片展作最後準備。
新華社
【香港商報訊】新華社報道： 「光影記憶 百年風
華──《國家相冊》大型圖片典藏展」將於 10 月 8 日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
圖片展由香港特區政府、香港中聯辦、新華通訊社
共同主辦，以中國百年時空敘事，以愛國主義為主題
主線，聚焦普通人的境遇，用微鏡頭折射大背景，用
小故事講述大時代，通過極具史料性、藝術性的影像
資料，展現民族復興和時代奮鬥中家國命運變遷。
圖片展共分 8 個部分，其中專設香港板塊。展出的
200 餘張照片絕大部分是從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
1000 多萬珍貴館藏照片中精選而來。圖片展同名繁
體字書籍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也將於開
幕式當天在香港首發。
圖片展自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7 日展出，結束後，主
辦方還將安排部分展品進入香港校園和社區進行展
陳。

工聯與江蘇同鄉會
合辦文藝匯演賀國慶
祝願大家身
體健康，國
家繁榮昌
盛。
薛惠君提
到，今年是
國 家 72 歲
生日，又是
共產黨建立
100 周 年 ，
在歷史上具
備特殊意
出席文藝匯演的一眾主禮嘉賓與表演團隊合照。
義。過去一
百年，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一齊努力，實現了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之忺報道：由工聯會、江
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
蘇旅港同鄉聯合會共同主辦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另一方面，香港也開啟了良
國成立 72 周年暨建黨 100 周年文藝匯演」於 2 日假
政善治新局面。他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特區政府，落
灣仔修頓場館舉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勞工
實 「愛國者治港」，支持 「一國兩制」，香港必將
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薛
大步發展，再現光芒。
惠君、社聯部副部長李玲，工聯會副會長麥美娟和
馬忠禮指出， 「愛國愛港」是江蘇旅港同鄉聯合
江蘇省政協常委、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會長馬忠禮
會的光榮傳統。自成立以來，該會先後成立婦女
應邀主禮。
會、青年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堅持維護 「一國
徐英偉致辭時說，國家是香港最大的後盾，無論
兩制」和祖國統一。他續說，見到香港社會的大街
何種情況始終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治港，令香港擁有
小巷都掛滿紅旗，內心十分激動： 「只有掛上五星
現今的良好環境。特區政府官員要走進民眾，為改
紅旗的香港才是最美的樣子！」
善市民生活集思廣益，共同為香港的發展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