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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改革撥亂反正 回歸專業保護學子

責
■任編輯：簡 旼

家有用的人才。
通識教育是全港中學生的必修課，但長期
以來，反對派處心積慮通過通識科，傳播扭
曲甚至極端思想、對學生洗腦。有惡毒詛咒
警員教師佔據通識科職位，編寫通識科教
材，甚至擔任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目委員會主
席。有通識科教材，美化違法「佔中」，稱
學生「公民抗命」、罷課「佔領」有「正面
作用」，「佔中」學生行為「獲得讚賞」；
更稱「『八十後』及『九十後』便是以非常
規性方式參與香港改革的政壇生力軍」，公
然為黑暴張目。還有大量通識教科書長期抹
黑特區政府和內地制度，毒化本港與內地關
係，誤導學生對特區政府和內地產生敵視仇
視。去年的黑暴違法活動，警方逮捕的暴徒
中有四成是學生，年齡最小者只有 12 歲，
這與包括通識科在內的教育積弊有莫大關
係。
社會要求改革通識教育的呼聲由來已久，

年來更日趨強烈。特首林鄭月娥在剛發表的
施政報告指出，高中通識教育科將會改革，
未來方向必須糾正過去通識科被異化的問
題，使之重新成為培養學生明辨慎思、理性
分析，並學習有關國家發展、法治等元素的
平台。
教育局昨日公布的改革決定，可以說大刀
闊斧，針對性很強。未來將有正規推薦教
材，並讓專家評審，可保證質素，避免課程
淪為「時事討論」；並且取消「獨立專題探
究」（IES），避免有人以「多元思考」為名
推銷片面扭曲的「私貨」；增加學生對中國
文化和歷史的認知，對學生學習大有幫助；
而針對近年學生法治觀念和對國家的認識薄
弱，未來的通識教育加入憲法、基本法的內
容以及加強法治教育。應該說，通識科的改
革方向和目標，可望扭轉課程存在大量偏頗
政治元素、誤導學生的弊端，可重建公眾對
教育的信心，對學生、家長、社會都是好
事。教育局迎難而上、勇於改革，值得肯
定。
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幫助學生正確認
識國家發展及國家與香港不可分離的關係，
是本港教育系統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教育專
業的核心。教育局表明，改革後的科目重視
培養學習基本法、法治及憲法，亦會提供學
生赴內地考察的機會，這正是彌補本港教育
的薄弱環節，提升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教育，
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民族向心力，有利推動教
育撥亂反正、重回正軌，保障本港的未來棟
樑身心健康成長。

行政立法合力就能提升管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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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
告答問大會，並宣布恢復每月一次
「短問短
答」
質詢環節。中央出手撥亂反正，立法會
運作回復正常，議員理性議政，特首能夠專
注回應社會關注、改善施政，行政立法能夠
合力提升管治成效，有利抗疫紓困、重振經
濟民生，廣大市民樂見其成。希望行政立
法機關、社會各界更珍惜本港政治生態的
可喜轉變，集中精力推動香港再出發。
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本來是特首解釋施政
方略和新策、回應議員關注的重要平台，
可以此爭取議員進一步理解、支持、監察
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令落實施政新策更
加順暢。林鄭月娥上任之初便主動作出安
排，除每年四次的答問大會外，增加每月
出席一次立法會 30 分鐘的短問短答環節，
希望進一步改善、提升行政立法關係。
只可惜，近年本港社會嚴重政治化，反
對派為反而反變本加厲，立法會早已淪為
反對派攻擊特首和政府、誤導市民大眾、
替自己謀取政治資本的舞台，每次施政報
告答問大會、短問短答環節，「批鬥」、
醜化特首的鬧劇愈演愈烈。去年立法會進
行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時，由於攬炒派議員
多次叫囂、濫用規程，導致一個半小時的
會議兩度休會，僅 3 名議員有時間提出質
詢。反對派的惡意破壞，令施政報告答問
大會、短問短答環節失去解釋政策、改善
行政立法關係的意義，對政府政策貼近民
情、互動民意、實施有效管治毫無助益，
市民大眾亦成為受損害者。

所幸的是，今年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
施，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決
定，本港議會生態、管治環境出現積極變
化。林鄭月娥不僅可以在立法會順暢地讀
完整份施政報告，在昨日答問大會也可與
建制派議員質詢問答、良性互動。建制派
議員紛紛就施政報告中抗疫紓困、提振經
濟、房屋土地、發展保育、福利醫療等市
民關心的問題，向特首提出疑問、尋求答
案，並積極向特首建言獻策；林鄭月娥直
接明了回覆議員問題，並表示已聆聽議員
對施政報告政策的意見，承諾於日後落實
每項措施時，將繼續聆聽社會意見，包括
立法會議員的關注；林鄭月娥更當場承
諾，若議員提出的問題需要作出跟進，將
於 30 天內提交回應，並將由特首辦監督有
關工作，確保不會成為「無尾飛陀」，亦
會要求問責官員與議員加強溝通。
行政立法互相尊重的良性關係，在本港
失落多年。毫無疑問，本港要保持良好管
治、實現持續發展，行政立法就既要互相
監督，更要互相配合。行政機關必須多聆
聽、採納立法機關意見，施政才能更接地
氣；立法機關不再刻意刁難甚至對抗行政
機關，施政才能正常、甚至提速，市民才
能受惠。目前本港經濟蕭條、失業率高
企，能否盡快「清零」控疫、提振經濟、
走出低谷，挑戰不容低估，亟需行政立法
以民為本，急民所急，進一步加強合作，
集思廣益，共同努力重建社會和諧，保障
管治成效不斷提升。

旅界讚6億救命草助捱過新春
可暫緩裁員結業潮 劏房戶讚等上樓津貼德政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急速反彈，令旅遊業
復甦之日遙遙無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最新
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撥款近 6 億元支援旅遊業界，
■議會內沒
有了攬炒派
的搗亂、干
擾，議員將
有充足的時
間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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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者包括旅行社東主、職員、導遊、領隊及
旅遊巴司機等。q 有旅行社東主及工會均對支援
措施表示歡迎，形容是在「保就業」計劃完結後
的「救命草」，可暫緩旅行社的裁員或結業潮，
也令旅行社及從業員最少能捱過農曆新年。有
優惠延長 3 個月，於明年中試行為輪候公屋超過
3 年的合資格申請住戶提供現金津貼等措施是德
政，可以有助減輕負擔，讓就讀小四的女兒補
習英文，及間中煮一兩餐好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
向每間持牌旅行代理商提供現金津貼，其

中僱用 10 名或以下職員的旅行代理商，將劃一
獲 10 萬元津貼；僱用 11 名或以上職員的旅行
代理商，津貼金額則以每名職員 1 萬元為基準
計算津貼，料可惠及全港約 1,700 間旅行代理
商。
同時，政府會向每名旅行代理商職員、自由作
業持證的主業導遊和領隊發放一次過 1.5 萬元津
貼，政府預料可惠及約 1.9 萬名從業員，而約
3,400名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巴司機可獲一次性
6,700元津貼。

挺全民病毒檢測助通關
專門接待內地旅行團的金威旅遊負責人梁偉權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十分贊同施政報告

■旅行社東主及工會均對支援措施表示歡迎。圖為內地遊客在金紫荊廣場觀光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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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業界的措施，認為對業界有幫助，「『保就
業』計劃完結後，如無其他支援，相信12月將是
業界的結業與裁員高峰期，我公司有18人，原本
打算至少要裁四分之三，如今至少可捱過農曆新
年再作打算。」不過他認為長貧難顧，希望可盡
快開關，慢慢恢復旅遊業，「我贊成全民病毒檢
測，相信有助通關。」

工聯會：續保住牌照
「吊命」
工聯會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秘書長林志挺對
支援措施表示歡迎，認為政府有回應業界提出的
要求，「之前兩次支援東主的措施，第一次劃一
派 10 萬元；第二次則以每名職員 5,000 元計算，
今次是以每名職員 1 萬元計算且『保底』10 萬
元，算是有進步。」
他指出，以目前疫情來看，短期內難望通關，

目前業內絕大部分僱員已停薪留職或放無薪假，
相信東主獲津貼後可用來繳付租金，「繼續保住
個牌照『吊命』，看之後業界會否有好轉或續有
支援措施。」至於從業員可獲一筆過 1.5 萬元津
貼，林志挺指亦令他們可以捱過農曆年，從業員
反應也十分正面。
新一份施政報告同時提出多項針對基層的紓緩
措施，如港鐵車費八折優惠延長 3 個月，以及於
明年中試行為輪候公屋超過 3 年的合資格申請住
戶提供現金津貼等。已輪候公屋 9 年的劏房戶司
徒女士認為，有關措施是德政，「有額外津貼，至
少可以讓就讀小四的女兒補習英文，以及間中煮一
兩餐好餸；港鐵八折延長也可減輕交通費負擔。」
不過她最殷切期望的，仍是盡快「上樓」，「現時
每月租金 3,500 元，又經常漏水，希望可快點上
樓。」

創業資助推動更多港青勇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一份施政報告
中宣布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和推行「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香港社會各界
昨日表示，越來越多港青渴望通過創業一展所
長，在傳統行業打工外尋找出路，而創新科技業
是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的首選之一，新措施有
助推動更多青年勇於創新，為自身發掘更多機
遇。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會長、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繆
建民表示，施政報告提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和「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將推動更
多優秀的香港青年在大灣區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裏實現自身抱負。中企協會和會員企業願意為廣
大香港青年就業和赴大灣區發展創造條件、搭建
平台。

倡灣區設香港工業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
毅表示，特區政府出台「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

■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的一個辦公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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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等諸多正面措施，給青年北上發展的
機會，並建議特區政府學習新加坡在蘇州建立工
業園區的方式，在大灣區設立香港工業城，令香
港人才進入灣區發展的計劃趨於市場化，同時可
減輕社會各方面壓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主席樓家強

指，新計劃為有意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創
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和孵化
服務，有助推動更多青年勇於創新，為自身發
掘更多機遇。他鼓勵香港青年放眼國家、把握
大灣區在學習、就業、生活方面的種種機遇，
乘風破浪、敢為人先，在國家發展的機遇當中
實現夢想，成就人生。
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表示，經歷去年社會運
動以及疫情雙重打擊，近年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黯
淡，新就業計劃的出台將為香港青年創造數千個
大灣區職位，惟「青年就業計劃」的 2,000 個職
位中只有 400 個來自創新科技企業，明顯有所不
足。
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支持政府在
施政報告中有關推動青年「三業三政」的政
策措施，特別是新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進一步支持香港青年創業的措施
等，有助鼓勵他們抓緊機遇，探索更多元化
的出路。

各界：中央力挺施政 港定可創新局

劏房戶則表示，施政報告提出將港鐵車費八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今年度
施政報告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推
出約 200 項新措施。香港社會各界昨日
表示，議會內沒有了攬炒派的搗亂、干
擾，議員將有充足的時間議政；有中央
的大力支持，有特區政府的全力施政，
香港一定可以開創新局面。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會長、招商局集團
董事長繆建民認為，新一份施政報告切
實回應了各界訴求，有助於香港早日走
出困局，社會恢復信心。
他指出，香港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切入
點，積極參與國內大循環，並持續加強
香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
作中的平台和節點作用，定能進一步鞏
固香港在國家新發展格局中的優勢，為
本地經濟復甦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繆建民強調，始終對香港的發展充
滿信心，希望施政報告所提出的各項
措施能夠切實得到落實。中企協會將
團結廣大駐港中資企業，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在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
充分利用好香港在貿易、金融、航運、
物 流、法 律 和 專 業 服 務 等 方 面 的 優
勢，助力香港走出困局再出發，迎接
更加美好的明天。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指，施政
報告提出了不少實招、好招，中央惠
港措施更為報告增添了深度、厚度、
廣度。特區政府應把握好發展機遇，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社會各界也
應團結一致，聚焦落實施政報告的新
舉措。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指，報
告涉及多項推動內地與香港交流合作政
策，充分反映行政長官着力為市民爭取
的決心，及中央對港府的全力支持。未
來，希望特區政府繼續爭取中央支持，
積極參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
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無攬炒派搗亂 議員充足時間議政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黃楚基表示，
立法會回復務實理性議政，走向有序文
明。沒有攬炒派搗亂、干擾，議員便有充足的時
間議政，對施政報告提出建設性意見。完全有理
由相信，有中央的大力支持，有特區政府的全力施
政，加上香港市民同心攜手，香港一定可以重新出
發，開創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