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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五四」精神 冀港青愛國擔使命
亞洲國際菁英論壇籲挺特區施政抓灣區機遇

寧德鄉總青年論壇分享「五四」精神

為紀念「五四」運動102周年

暨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亞洲國際五四菁英論壇」5月2

日在香港福建同鄉會線上線下同

時舉行。論壇以「不忘初心 開創

未來」為主題，12位論壇主講嘉

賓線上線下同時互動。與會者表

示，「五四」運動鼓舞了一代代

內地青年的愛國精神和愛國情

懷，香港青年亦當熱愛祖國，肩

負起新時代使命，鼎力支持特區

政府施政，積極參與和抓緊粵港

澳大灣區的建設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是次論壇由香港福建同鄉會青年團、兩
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青創中心、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青年委員會聯合主辦，福建
省青年聯合會等約120個合辦機構參與。
論壇旨在傳承弘揚「五四」精神，引領青
年在社會動盪和疫情的影響下，仍然堅持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走
出屬於現代青年的路。
論壇主講嘉賓之一、全國政協委員朱銘

泉表示，「五四」運動鼓舞了一代代內地
青年的愛國精神和愛國情懷，香港青年紀
念「五四」運動，最重要是更好地傳承愛
國精神，面向未來，積極發揮香港優勢，
努力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沈慧林：須抓「帶路」機遇
論壇主講嘉賓之一、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常務副主席沈慧林表示，自己是香港土生
土長，祖籍福建，因為祖父和父親的關

係，小時候已接觸內地，建立起國家和民
族情懷。在自己創辦陀飛輪品牌時，更大
膽定位為香港和內地的品牌，並發覺到五
千年中華文化的精髓和香港的中西合璧，
幫助品牌跳出國際。
他認為，香港年輕人當謹記自己有個偉

大的祖國，更要熱愛自己的國家，並且背
靠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這些都是
港青必須抓緊的機遇。

教師：國安法實施讓港速復常
論壇主講嘉賓之一、中學教師洪志傑表

示，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很多學生被煽

動成為暴徒，自己作為老師感到很心痛。
有鼓吹「港獨」、「自決」的組織和其他
反對勢力公然要求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猶幸中央通過實施香港國安法，讓香
港迅速回復安全穩定。他深信隨着社會及
政治環境逐漸穩定，香港必將迎來前所未
有的發展機遇。

青年應為國為港獻力
主辦機構、香港福建同鄉會會長張上頂

表示，今年論壇主題是「不忘初心開創未
來」。國家今天的發展成就來之不易，國
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國際地

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這些都是一代代年
輕人用自己的青春建設國家。香港青年是
香港未來的棟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時
代賦予新的歷史使命，大家應高舉五四
「愛國旗幟」，為國家、為香港貢獻力
量。
香港福建同鄉會青年團團長楊潤色表

示，紀念「五四」運動102周年暨慶祝中
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極大地激發了香港青
年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熱情。作為香港
青年，應該鼎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應該
熱愛祖國，繼承中華悠久優良的文化，樹
立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艱苦奮鬥，發揚

「五四」精神，積極面對各種挑戰，使自
己成為推動灣區發展和疫後重建的棟樑之
才。
香港福建同鄉會青年團副團長兼秘書長

陳進洪表示，「五四」運動的精神最根本
的就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五四」
運動揭開了新征程，「愛國、進步、民
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了一代
代青年。
他續說，香港青年應繼承「五四」運動

的光榮優良傳統，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攜
手為香港繁榮穩定、為新時代國家的建設
發展而努力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王韵琪）香港寧德
市同鄉總會昨日主辦
「五四青年 興國為
民」青年論壇兼兩會精
神學習會，超過20位
青年代表分享對「五
四」精神的理解，希望
香港年輕人傳承愛國主
義精神，樹立奉獻精
神，有熱情有理想有目
標，不負韶華，不負青
春，積極建設香港，回
饋國家。
全國政協委員董吳
玲玲應邀向在場青年
分享了今年兩會精
神。她表示，24年的
實踐證明，香港原來
的選舉方法存在漏
洞，帶來了不少亂
象，中央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後，愛國的年輕人有了更多機會
進入特區政府管治團體，能夠更好地服
務香港、服務市民，令香港社會更加長
治久安和繁榮穩定。

董吳玲玲勉融入國家大局
她續說，現在是年輕人的黃金時代，面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年輕人應集中精力做好
自己的事情，為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並
呼籲香港青年應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加入到大灣區發展建設當中，深度感
知國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最新發展，
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論壇由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青年部主任
黄鵬主持，他在會上介紹了「五四」青年
節的歷史由來、「五四」精神的重要內容

和深遠影響，呼籲香港青年團結起來為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盼港青建言獻策回饋國家
在專題分享環節，城市智庫代表曾榮輝

表示，自己是香港土生土長的80後。百
多年前，一些熱血青年們勇敢站出來，為
了共同的愛國理想而奮鬥，在當時信息不
流通等種種困境中，仍能作出許多豐功偉
績。相反，於生活信息發達的現代，許多
青年朋友常感到迷惘且沒有目標，希望年
輕人能夠樹立奉獻精神，有熱情有理想有
目標，為建設香港建言獻策，積極回饋社
會和國家。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理事長董品春表

示，「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精神，
就是強大的凝聚力和爆發力，現在的年輕

人應利用好自身才華，擁有吃苦耐勞的精
神、堅強的信念和堅定的目標，和香港的
資本主義制度相互補，勇做新時代的貢獻
者。
該會秘書長賴昌武表示，青年是祖國的

前途，是民族的希望，鼓勵青年朋友嚴於
修身，勇挑重擔，辛苦奮鬥，不負韶華，
不負青春，讓「五四」精神在新一代的青
年身上更閃耀。
會上亦有多位青年發言表示，年輕人

應樹立榜樣，熱心社會公益，多為社會
做實事，發揮自身力量。教育不只是學
校的責任，身為父母，家長應身體力行
用言行影響下一代，多向身邊的青少年
介紹祖國的發展，和鼓勵他們多到內地
交流，令他們從小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培養愛國情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報稅季節
又到。稅務局昨日發出約262萬份2021/
21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納稅人須
於一個月內（即6月3日或之前）遞交報
稅表，經營獨資業務人士交表限期為3
個月（即8月3日或之前）。
經網上報稅可自動獲延期1個月（即
就一般人士而言自動延至7月3日，就經
營獨資業務人士而言則自動延至9月3
日）。
稅務局提醒納稅人《2021年收入（稅

務寬免）條例草案》早前已獲立法會通

過，並落實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
預算案》提出的稅務寬免，即寬減
2020/21課稅年度百分之百薪俸稅、個
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10,000元為上限。
納稅人只需如常填報2020/21課稅年

度報稅表，局方便會在評稅時作出寬
減。而為解答納稅人有關報稅查詢，局
方查詢熱線 187 8022將延長服務時間，
由即日起至6月3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延
長至下午7時，星期六由上午9時至下午
1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稅局發出262萬份報稅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文署昨
日宣布，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包括音樂噴
泉及互動嬉水區，經徹底清潔及完成池
水水質測試後，已於昨日重新開放。署
方呼籲市民使用遊樂場地設施時要注重
公德，不要對他人造成妨礙或滋擾。該
署會繼續加強巡視場地，確保設施運作
正常及適合市民使用。
黃媒「100 毛」的藝人「東方昇」
（原名：王嘉偉），上月24日到觀塘海
濱音樂噴泉的嬉水區赤裸上身塗抹梘液
直播「洗澡」，及後噴泉池水疑受梘液
影響而導致大量泡沫不散，康文署於兩
天後要關閉音樂噴泉及互動嬉水區，進
行清潔及池水水質測試，並針對有關不
當及使用梘液行為發聲明，並研究向有
關人等採取法律行動追究責任。

海濱音樂噴泉於昨日重開，現場所見
噴水池旁邊增設「遊樂場地規例」告示
牌，羅列相關條文包括「任何人不可於
用作美化環境的湖、池塘、溪澗或水中
沐浴、涉水或洗濯」，並見有保安員巡
邏。
此外，因應疫情實施的「限聚令」，

噴泉周邊亦增設約20個綠色橫額，提醒
公眾禁止多於4人的聚集。
康文署提醒市民，根據第一百三十二

BC章《遊樂場地規例》，當任何人在遊
樂場地內時，不得作出擾亂秩序及不雅
的行為，而衣着方面則須恰當；任何人
不得在遊樂場地內妨礙、騷擾或煩擾任
何其他正在恰當地使用該遊樂場地的人
士。任何人違反相關條例，可被判處罰
款2,000元及監禁14天。

觀塘海濱噴泉重開 告示提醒「禁洗澡」

香港文匯報訊 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上年度錄得4.91億元赤字，較預
算少約一半。管理局主席唐英年昨
日在立法會一個小組會上表示，過
去一年香港面臨嚴峻狀況，營運支
出較預計減少32%，M+博物館延
遲開幕，而利息和投資回報較預期
理想。他表示，會繼續在財政狀況
方面努力，重申會「應使則使，應
慳得慳」，相信如果政府可以對西
九減少撥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
會「拍手掌」。

議員倡旅客付較高入場費
唐英年表示，局方正探索博物館

收費水平，希望增加收入的同時，

遊客不會感到被剝削。議員提出向
旅客收取較高入場費，以補貼市
民，是好的建議，他認為日後落成
的M+博物館可以採用，但在故宮
文化博物館應用就有問題。
他又指，M+博物館將於今年底
開幕，故宮文化博物館最快於明年
中啟用，演藝綜合劇場將於2024
年落成。他期望本港疫情改善，恢
復通關，西九文化區可以吸引更多
訪客，管理局亦正積極與旅發局討
論合作。
對於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提到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唐英年表示，相信西九文化區
可於大灣區發揮香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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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見到噴泉重開，流露喜悅之情。 中通社

●上月底因池水懷疑受液影響導致大量泡沫須關閉清
潔的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經徹底清潔及完成水質測試
後，於昨日重開。 中通社

●西九管理
局在立法會
公布最新財
務狀況。
大公文匯
全媒體
記者攝

●超過20位青年代表參加了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五四青年興國為民」青年論壇兼兩會精神學習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多名主講嘉賓於線上線下同時互動。

◀「亞洲國際五四菁英論壇」早前在香港福建同鄉會線上線下同時舉
行，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