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

逾 13 萬人投票評選 林鄭出席頒獎禮致辭

林 鄭 月 娥︵右 二 ︶、 盧 新 寧︵左 二 ︶及 姜 在 忠
■
︵右一︶
為得獎者頒獎。

施政十件大事 國安法榜首
「2020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頒獎典禮昨
日下午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潘雲
東，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等出席主禮。林鄭月娥致辭表示，「實施香港國安法
保障社會安定」成為去年十件大事之首，她對此完全認
同，並相信 2021 年的頭等大事肯定會是特區政府落實
全國人大有關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姜在忠代表主
辦方致辭表示，本屆評選有 13 萬多市民參與投票，是
歷年來關注度最高，再次顯示評選結果是香港民心民意
的一次檢閱，寄託着市民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管
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殷切期盼。
年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致辭時指，「2020
施政十件大事」之首是去年 6 月香港國

姜在忠：民心民意檢閱
展望 2021 年，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
府落實全國人大有關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肯定會是今年施政的頭等大事。全國人
大在今年 3 月 11 日通過決定，通過修改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建立一套符合「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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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
評選結果
1 香港國安立法保障社會安定
2 全港市民明年免費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3

4 動用逾 3,000 億保就業紓民困
5

公務員須宣誓或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區

6 鼓勵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創業就業
7 推出民生政策扶助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
8 政府依法 DQ4 名提名無效立法會議員
9 因應疫情影響延期舉行立法會選舉
10 疫情期間協助滯留內地及國外港人

喜見選委會增內地港人代表 助融入灣區

家之言

名

政府改革通識科 教師不得宣揚「港獨」或
違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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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活動獲 23 家主辦機構和
63 家協辦機構共同支持，頒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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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共頒發了 2 名「一等獎」得主
和 5 名「二等獎」得主，以及 3
個「最踴躍參加學校」獎，1 個
2021.4.1 | 星期四
「最踴躍參加機構」獎。當中，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獲「最踴躍參
2021 年 4 月 1 日
星期四
加機構」獎，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黃楚標中學、福建中學（觀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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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3
間中學獲得「最踴躍參加學校」
獎。
福建中學（觀塘）副校長王
道平與多名學生前來領獎，他在
接受訪問時表示，該校已連續多
年參與評選活動，年年都很踴
躍，能夠得獎很開心。他說，評
選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多些了解社
會時事和政府施政，實時關心社
會事務。「現在的學生很少看新
聞，參加評選活動有利同學溫故
知新，了解社會上發生的身邊
事，以及政府的施政和運作。」
談及今屆評選結果，他說，
香港國安立法和全港市民免費接
種疫苗這兩項施政，都涉及社會
民生，與大家的日常生活、身體
健康息息相關，位列前兩名是理
所當然，相信市民都很重視這些
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事。

福 建 中 學︵觀 塘 ︶獲「最 踴 躍 參
■
加學校」獎。

安法的實施。自修例風波以來，持續一年的
社會動亂令香港市民惶恐不安，而全國人大
常委會去年 6 月 30 日制定香港國安法，並在
香港公布實施後，困擾香港市民多月的街頭
暴力幾近絕跡，社會回復平靜，市民的權利
和自由再次得到保障。她指出，香港國安法
是香港由亂向治的轉捩點，它的實施成為特
區政府施政大事之首是實至名歸。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落實「愛國者治港」政
治體制。
姜在忠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施政十件
大事評選已走過 23 個年頭，每年評選榜單都
獲香港市民廣泛關注，今屆有逾 13 萬市民參
與投票，更是歷年來關注度最高，再次顯示
評選結果是香港民心民意一次檢閱。本屆評
選中，「實施香港國安法保障社會安定」成
榜首，可見人心所向。
姜在忠續指，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
來，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不斷
推出、提升各項防控疫情、化解困難措施。
在十件大事中，有三件是與防疫控疫直接相
關的，其中排第二位的是「積極採購疫苗 為
全港市民免費接種」。市民大眾都明白，接
種疫苗是香港走出疫情陰霾的關鍵手段，目
前正在全力推行的疫苗接種計劃，正是特區
政府去年有效工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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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陪學生領獎 讚有助了解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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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

藥問題，雖然疫下特區政府在港大深圳醫
院推行短期覆診計劃，首批「港藥通」亦
有望 6 月出台，讓內地港人可用香港藥，但
上述措施暫只限於港大深圳醫院或以該院
作試點，而擴闊個人進修開支可扣稅範圍
至內地獲批課程，以及容許供養灣區居住
父母同獲免稅等等，更是未到「樓梯響」
的階段。這些種種不暢不通，都窒礙了年
輕一代北上尋找發展機會，年長一代在灣
區退休，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質的屏障。
面對越來越多港人到灣區讀書、工作
及退休生活，工聯會倡議選舉委員會增設
內地港人席位，更好為灣區港人爭取可享
在港一樣福利服務待遇，此倡議終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前日全票通過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及二後，成功得到回應。今次修
訂，在選舉委員會新增 27 席內地港人團體
代表，更能體現均衡參與原則。內地港人
代表了解國家所需，也深明港人期望與所
長，有助推動香港全面融入灣區，為港人
創造更多機會，在破解香港自身發展中的
深層次矛盾，注入新動力。

通識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教育局早前提出全面優化高中四個
核心科，包括大幅改革通識科及精簡中
英數。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公開考試
委員會昨日經詳細審議，確認通過四科
目的優化方案並向教育局提交最終建
議，包括通識科將改名為「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內容設香港、國家和當代世
界三個核心主題，及提供內地學習機會

中大研益菌配方增疫苗效果

等；而連同中英數三科的優化，高中三
年共可釋放約 100 至 250 小時。議會期
望，教育局能盡快接納建議，讓優化方
案於 2021/22 學年於中四推行。除了核
心科，昨日會議亦通過 2021/22 學年中
四級起停辦組合科學和綜合科學兩科，
學生可按意願選修其他 STEM 或應用學
習科目。

中大醫學院進行初步研究發現，新
冠疫苗接種者在接種疫苗前兩個月每日
服用由該院研發的益菌組合配方沖劑，
可改善腸道細菌生態環境，血液樣本中
的發炎指數可下降達八成，製造抗體的
細胞水平亦增加近五成，相信改善腸道
健康有助提高疫苗效果，並減輕接種疫
苗後的不良反應。中大醫學院表示，正
招募 500 名糖尿病患者和長者進行為期
一年的大型臨床研究，以驗證配方對提
升接種新冠疫苗後的安全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