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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香港報效祖國 只爭朝夕不懈奮鬥

期待施政報告出台協助青年政策

用嶄新慶祝活動 增青年國家觀念

▲全球經濟下行，RCEP將有利香港鞏固優勢
地位。

特區政府公務員學院日前與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第九
場 「國家外交事務系列」 講座，
由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吳鵬透過視
像形式主講，主題為 「中非關
係」 。公務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
表示，香港作為 「一帶一路」 倡
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
在國家的支持下，應憑藉自身的
獨有優勢，積極聯繫內地與其他
「一帶一路」 地區，配合國家的
發展策略。

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和地
緣政治影響，香港亦不能幸免，
不少企業面臨經營困境。然而，
香港有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
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加上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以及
實行普通法制度，都有利於香港
持續發展。

中央亦一直高度重視香港發
展，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

持鞏固提升現有 「四大中心」 地
位，支持建設發展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等 「新四大中心」 ，為香港
持續發展創造新機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廣闊
的發展舞台；參與共建 「一帶一
路」 則可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地
位和優勢，充當內地與沿線國家
的 「超級聯繫人」 ，為共建國家
提供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中
央更出台了大量政策支持，有力
地促進了香港經濟的穩定和繁
榮。因此，特區政府要主動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適時制定政
策推動、協助香港企業搭上國家
高速發展的快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
中，提出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
人。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
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
難。行政長官李家超即將發表的
施政報告，相信青年工作將會是

其中一個重點，而青年能否抓緊
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很大程度
上與青年能否建立起高度的國家
和民族認同息息相關。

因此，特區政府除了為青年
搭建事業發展平台外，更需要加
強愛國主義教育，讓青年人透過
正確資訊，深入認識和了解國
家，明白國家是香港的最強後
盾，從而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
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
令他們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樂意為國家發展貢獻一分
力。

國家在 「十四五」 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都為香
港發展注入新動能，為香港青年
向上流動創造新機遇，期待行政
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更多配合
國家戰略、協助青年解決 「四
業」 問題的政策，讓青年擁有更
多發揮空間。

▲ 「回歸BB電競馬拉松迎國慶」 以創新模式體現香港與內地密不可
分的關係。

特區政府近日放寬入境檢疫安排，對於航
空和旅遊等行業是利好消息，有利於香港繼續
發揮良好營商環境的優勢，推動經濟復甦。香
港要用好現有條件，積極為國家聯通世界作出
應有的貢獻。

國家的快速發展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機
遇，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香港保持繁榮的重
要根基，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年初落
地實施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也將給香港發展帶來新動能。

長期以來，香港作為國際物流和貿易樞
紐，一直與各地保持着緊密的貿易關係，在中
國與東盟之間的貨物轉口方面也發揮積極作
用。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20年，香港是
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以貨櫃吞吐量計算全
球排名第九。但國際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香
港出口增長速度遜於預期，從8月商品出口和進
口貨值，按年下跌14.3%和16.3%。雖然有關
數據未必能夠完全反映貿易量增加情況，但從
發展前景看，RCEP實施過程中，關稅將會逐步
取消，區內供應鏈料將壯大，香港可望受惠，
預料與RCEP各國的貿易市場將大為受益，進一
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此外，在RCEP框架下的超大規模市場，香
港依託國家大背景，和東盟充分發揮互補優
勢、合理配置生產要素等手段，將驅動區域內
實現相對完整的供需循環，創造更廣泛的共同
利益，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前景更加廣闊。

從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年來中國與東
盟貿易額增長態勢顯著。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

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中國對東盟進出口同
比增長13.2%。這些數據都充分體現了與東盟
經貿合作的強勁韌性和重要性。由於歐美地緣
政治的影響，要穩出口貿易，首先要穩住亞洲
區域及周邊市場，而東歐十國等RCEP成員國是
主要支撐力。

因此倘若香港正式加入RCEP，將能降低
因地緣政治、貿易保護主義等產生的負面影
響，減緩外需減弱帶來的壓力，削弱歐美需求
減少帶來的外貿出口比重減少等負面影響，並
借助內地外貿增長的積極因素，不斷強化與區
內的互動，促進貿易夥伴結構的多元化，提升
香港經貿體系的韌性和發展潛力。

顯而易見，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背景下，
RCEP持續釋放政策利好，助力中國與東盟經貿
合作再提速並交出了亮眼的成果，中國成為東
盟國家推動經濟恢復最可靠的戰略合作夥伴，
成為穩定全球貿易的有效持份者，而香港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RCEP落實，將有助鞏
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國
際航空樞紐和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
位。

便利教與學 構建一站式電子教育平台

RCEP將給香港發展帶來新動能

秋風送爽慶華誕，青年有志在胸懷。在舉
國上下歡慶新中國73華誕的日子裏，作為香港
百萬青年的一分子，我內心中的自豪感和使命
感奔湧激盪。看到香江大地到處飄揚的五星紅
旗，看到維港兩岸不時有青年人以 「快閃」 的
方式唱出心聲，看到網絡上不少在校師生用心
記錄下升旗儀式的感人瞬間，我想，那一句
「我愛你，中國」 ，不僅僅是歌聲的表達、情
感的噴薄，更應該激勵當代青年人深刻的思
索：我們應該怎樣做，才是對家國情懷的踐
行；我們應該做成什麼樣，才能建設香港更美
好的明天、報效我們偉大的祖國！

在平凡崗位上貢獻力量
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民族、時代，任何

成功都不會唾手可得，都要經歷艱辛的付出。
年輕人擁有國家意識、堅定家國情懷、立志於
報效祖國、民族復興，決不能停留在紙面上、
口號上，而是應該讓每一天，都在奮鬥中度
過，在前行中收穫，只爭朝夕、時不我待，一
點一滴地積累描繪宏圖的能力與養分。

今日的香港，站在回歸祖國25周年的新起
點上，尤其需要廣大青年，成為新時代的奮鬥
者，用拚搏的姿態和每一天的努力，凝聚智

慧、貢獻力量。
或許，你是剛剛來到工作崗位的大學畢業

生，希望將專業知識轉化為崗位貢獻度，但你
更應知道，你的每一天，都是在為香港經濟社
會的發展增磚添瓦；或許，你是已經工作五
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專業人士，希望你能
夠保持日日精進的態度和勁頭，看準大勢、主
動創新，帶動身邊的群體共同進步，不退步、
不 「躺平」 ；或許，你還在象牙塔中苦讀，希
望你在獲取知識的同時，厚植精神的沃土，因
為精神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個民族、
國家的繁盛之基。

新中國成立以來，接力奮鬥、艱苦奮鬥、
頑強奮鬥、共同奮鬥的精神基因，感召着一代
又一代年輕人成功研製 「兩彈一星」 ，實現了
「嫦娥」 探月、 「蛟龍」 入海、 「北斗」 組網
──不論我們處在怎樣的階段，作為年輕人，
都要銘記：奮鬥書寫輝煌，奮鬥砥礪精神，奮
鬥強國是最值得讚美的壯歌。

我們應該在奮鬥中增添青春的分量。收穫
總是與耕耘相伴，勝利總是與拚搏同行。真至
深的家國情懷，也一定沉澱於艱辛的付出。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在這
樣的日子裏，我常常想到中華大地上，奮鬥精

神是我們每一名炎黃子孫的基因──科學家嘔
心瀝血、奉獻自我；大國工匠篳路藍縷、連續
奮戰；農民兄弟風雨無阻、晝夜勞作；戰士們
無懼疲勞、苦練硬功。我們決不能坐享其成。
我們是怎樣，香港未來就是怎樣，中國的未來
就是怎樣！

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公益短片《家國與邊
關》：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灣、最低氣溫達零
下60攝氏度的伊木河，邊防戰士與惡劣環境、
枯燥孤寂搏鬥，哪怕過年不能回家、難與愛人

相聚，也無怨無悔，只因腳下站立的地方是祖
國。他們用青春證明：最浪漫的不是花前月
下，而是忠誠信念；最感人的不是卿卿我我，
而是在奮鬥中以身許國。

而我們，即便是在最平凡的崗位，如果堅
守，就是執著；即便是最普通的工作，我們日
復一日的做好，傾注心血建設這座城市、報
效我們的祖國，就是用實際行動有力詮釋和
踐行家國情懷，用奮鬥托舉民族復興的美好未
來！

我們該怎樣做才能報效祖國、讓香港明天會更好？我認為，儘管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成名人
士，但只要我們發揮奮鬥砥礪的精神，即便是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只要我們傾注心血建設這座城市，用
實際行動有力詮釋和踐行家國情懷，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一分力，就我們是報效祖國的最佳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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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團香港青年聯合會主席 趙陽

筆者最近代表互聯網專業協會擔任 「世界
信息峰會大獎」 的評審，其間了解到一些中東
國家積極為不同的學校設計電子教育系統，包
括提供教材、課堂回放，甚至監察學生上課、
學習進度的功能，以及提供小測、測驗等評
核，甚至已經可以利用區塊鏈科技發出同學的
成績表，以電子方式減輕老師的工作量。

這些一站式的平台，不單方便學校的運
作，同時也方便學生及家長，令他們只需要學
好一個應用、一個界面，就可以處理學生的課
業，十分方便。

筆者也看到不少國家或地區的電子教育項
目中，除了靜態圖片及文字材料外，亦提供實
驗相關的視頻教材，甚至應用虛擬現實、擴增
實景（AR）、混合實景（MR）等技術，應用
3D立體技術，方便同學們理解複雜的化學分子
結構、人體內組織、物理情況，不單補足因為
疫情未能上課的不足，也應用了科技去加強同
學們對抽象數理的想像力。這些電子教育項目
的目標就是提升當地學生的綜合能力，以至在
全世界的競爭力。

香港的電子教育，可否也以提升學生的綜
合能力、數字技術使用能力為目標呢？香港不
少學校都是使用外國的產品處理電子教學，也
有一些學校使用本地開發產品。但是網上課室
用途一般只是提供教材及交功課，繳款、上載
快測、發通告等則使用其他App或電腦程式。
但實際上是當家長及學生不熟悉有關App或電
腦程式時，可能會出現未能及時處理或操作混
亂的情況。例如筆者有兩名子女，二人的學校
各有各的平面界面，每一天最擔心就是子女的
快測結果上載錯了平台，也擔心漏簽通告。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擁有先進的通信
技術，電子教育不應成為家長的壓力來源，也
不應成為引致跨代貧窮的原因，特區政府在處
理基層學生網課問題時，不單只着眼硬件及互
聯網接駁上的支援，軟件或應用、如何使用不
同應用，甚至資訊素養，都是十分重要。教育
局在推動電子教育時，可鼓勵私人機構建一個
集教材、應用、用家數字能力等功能於一身的
一站式電子教育平台，學生和家長幫助解決數
碼能力差異的問題。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周年，香港特區各界別、各團
體舉辦了不同的活動慶祝國慶，
這些活動有助青年加深認識國
家，開拓自己視野，抓緊國家發
展帶來的重大機遇。

回歸以來，不同地區都會舉
辦文藝活動慶祝國慶，表達市民
對祖國的熱愛。這類型表演或活
動，雖然受到許多港人的歡迎，
但一直以來未能有效吸引香港青
年人參與。

然而，今年的情況有所不
同，多個團體發揮創意，舉辦嶄
新的慶祝活動。例如有青年團體
舉辦 「國慶齊心跑」 活動，活動
以創新性的 「線上跑形式」 ，以
運動作為主題，帶動全城青年在
國慶節期間，以跑步形式表達對
國家的美好祝願。路線經過香港
各個有特色的國慶慶祝景點，讓
大家一邊跑步，一邊感受香港熱
烈的慶祝氣氛，結合運動、慈善
與抗疫元素，滿足青年和廣大市
民多元需求。活動預計有過千人
次的青少年參與。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和九龍城

青年協進會亦共同籌辦 「回歸
BB電競馬拉松迎國慶」 ，見證
1997年出生的回歸BB攜手創造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世界
紀錄。活動創新地融合了三個當
前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包括青
年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以及市民喜愛的電競趨勢。活動
採用了先進科技，令香港與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青年即使相隔異
地，亦能夠同時合作締造SDG世

界紀錄。這項創新的活動模式不
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的
關係，更印證了香港與其他大
灣區城市除了經貿合作之外，
亦能從創科和消閒以至職業體
育活動各方面展開更緊密的合作
關係。

未來五年是香港發展的關鍵
期，青年興，則香港興，香港青
年要加緊把握機遇，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

青
年
決
定
香
港
以
至
國
家
的
未
來
，
即
便
是
最

平
凡
的
工
作
，
也
能
為
祖
國
貢
獻
力
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