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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制定國安法符維護國安國際做法

國際教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
育（THE）昨日公布包括社會科
學、教育、商業與經濟、法律 4
個學科領域的最新全球排名。其
中，本港學府在教育學科排名中

安法「不符合」國際法及中國人權義務，早前書
面致函中國詳細分析聯合國專家對香港國安法的
關注，並要求特區政府立即「廢除」及「獨立檢
討」香港國安法，確保其「符合人權及國際法」
云云，又聲言鄒幸彤多次被法官以繼續危害國家
安全而拒絕保釋，以及法官拒絕放寬保釋報道限
制，引起對公平審訊的「關注」云云。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昨日發表聲明，強調香港
國安法的制定，是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
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
維持堅穩，社會恢復法治和秩序，並讓香港居民
可以在一個安全、平和的環境享受權利和自由。

聲明指出，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必定按照香港國
安法和本地法律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所
有檢控決定是基於可接納證據和適用法律，案件
不會因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背景而在處理上有
所不同，律政司在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
令案件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並符合公眾利益的
情況下，才會提出起訴。因此，律政司一直以專
業和公正的態度履行憲制職責。

處理涉國安法案件 法官不受任何干涉
聲明強調，法官在處理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
時，一如其他案件都是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

務，不受任何干涉。就如何根據香港國安法處理
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的保釋申請，終審法
院在2月9日頒發的判案書中已訂下相關原則。
在公平審訊方面，律政司在聲明中重申，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保障被告人享有公平
審訊的權利。事實上，在首宗由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審理違反香港國安法規定罪行的案件中，被告
人一方接受在 3 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而沒有陪審
團的情況下，他仍可享有公平審訊。
律政司補充，基於迴避待決案件的法律原則，任
何人都不應評論司法程序尚在進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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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控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近日再度申
請保釋被拒，4名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於日前發
表聲明，稱對事件表示「深切關注」，更聲言香
港國安法「影響公平審訊」，要求特區政府「立
即廢除」及「獨立檢討」香港國安法，直至「符
合人權及國際法」云云。就此，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法官在處理涉及香港國
安法的案件時，一如其他案件，都是獨立公正地
履行司法職務，不受任何干涉，並重申任何人都
不應評論司法程序尚在進行的案件。
4名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日前發表聲明，稱香港國

港 5 大學商科連 6 年膺 THE 百大
教育學科錄較佳成績 法律學科較明顯退步

錄得較佳成績，香港大學排名世
界第六，中文大學亦較去年勁升
20 名至第二十一位。社會科學
亦以港大排名較佳，位列世界第
三十三位。商業與經濟共有 5 所
本港大學連續 6 年打入百大，
以理工大學的第二十五位居
首，惟法律學科錄得較明顯退
步，港大下跌 15 名至第三十六
位，城市大學降至第五十六
位，中大則從去年第七十九位
跌出百大之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最新公布的各個大學學科排名
在THE
中，英美大學繼續勇奪榜首位置。

英國牛津大學取得社會科學排名榜首；教
育及法律學科榜首歸美國史丹福大學所
有；商業與經濟榜首則屬於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
不過，香港與內地多所學府均在教育學
科於是次排名中取得好成績。港大與清華
大學並列第六位，共同成為「亞洲一
哥」，北京大學以第八位緊隨其後；中大
從去年第四十一位升至第二十一位；浸會
大學首次打入排名，位列201位至250位。
THE 首席知識官 Phil Baty 表示，今次
不但是內地首次有 3 所學府在該排名取得
前十佳績，整體而言亞洲多所學府亦取得
其最佳排名。

社會科學方面 港大排名稍跌
在社會科學方面，「亞洲一哥」是排名

18 位的北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
第十九位；港大排名稍跌，從去年 26 位
跌至 33 位，與清華大學並列；理大微升
一名至 81 位；中大從 62 位跌至 85 位；香
港科技大學及城大分別從 74 位及 93 位跌
至 101 位至 125 位；浸大維持 201 位至 250
位。
商業與經濟排名中，亞洲排名最高是清
華大學，排名第十一位；其次是新加坡國
立大學，排名第十五位；北京大學排名第
二十二位。
香港方面，共有 5 所大學連續 6 年打入
百大，理大從去年第二十九位升至 25
位；科大從 29 位跌至 33 位；港大微升兩
名至 34 位；中大微升一名至 58 位；城大
從72位跌至94位；浸大從176位至200位
跌至201位至250位。
在法律學科方面，THE 指出，亞洲學
府整體錄得排名上升，例如新加坡國立大
學從第十二位升上第八位、清華大學從41
位升至第三十七位、武漢大學更由 176 位
至200位勁升至最新的94位。
不過，香港學府錄得整體下跌，其中港
大從 21 位跌至第三十六位，城大從 31 位
跌至第五十六位，中大從 79 位跌至 101 位
至125位。
根據 THE 資料，法律學科排名準則包
括教學環境、研究影響、論文引用情
況、國際化、產業收入與創新。港大及
城大均在教學環境及研究影響兩方面錄
得較大跌幅，前者從 73.7 分及 86.6 分，
跌至 63.2 分及 61.4；後者從 72.5 分及 59.2
分，跌至 50.1 分及 45.8 分。
至於中大則以論文引用情況掉失較多
分數，從 53.8 分跌至 4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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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於最新的 THE 世界大學排名中，於教育、社會科學及法律三個學科排
名，均名列本港大學之首。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社會科學

法律

●香港理工大學於 THE 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在商業與經濟學科排名第二十
五位，較對上一年上升四位。圖為理大校園。
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僅 港青對疫後就業有信心

立會大會昨取消 議員：下周或需「加時」

43%

●CFA 協會一項全球性調查發現，只有 43%香港青年對疫情後的就業前景有信
心。圖為勞工處近日舉行大型招聘會，吸引應屆畢業生到場搵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疫
情對年輕人未來發展帶來莫大衝擊，一
項全球性調查顯示，有 58%大學生及畢
業生對疫後就業前景感到有信心，惟若
按地區計，香港青年就業有信心比率只
得 43%，在 15 個國家及地區中與日本
並列最低。整體而言，45%受訪青年表
示會因為疫情而重新評估自己的職業道
路，其中最擔心個人能力未能勝任自己
想要的工作，以及首選行業薪酬較低。
全球投資專業人士組織 CFA 協會早
前訪問全球 15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1.5 萬
名 18 至 25 歲大學生及畢業生，其中有
58%人指對疫後就業前景有信心，其中
美國及德國青年大學生及畢業生有信心
比率各有約七成，屬受訪地區中最高。
相反，香港及日本青年對就業前景有信
心者則只有43%。以行業計，年輕人對於
教育、醫療、資訊與科技最有信心。
疫情後，45%青年對職業前景期望起
了變化，並需要重新評估職業道路及想
加入的行業。受訪者最擔憂的問題包括
個人能力不足以勝任想要的工作

2022排名

（24%），首選行業工資低（23%）及
疫情導致工資減少（22%）。
針對香港情況，44%青年贊同研究生
學歷或專業資格能為他們在當前就業市
場中帶來優勢，亦認同實習、人脈及專
業技能使他們在畢業後於就業市場上佔
優。
CFA協會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連伯樂表
示，目前香港失業率回落至約4.5%，就
業信心較之前回升，包括金融等行業招
聘變得進取，特區政府亦有努力吸引人
才在港工作，例如制訂金融科技專業資
格標準等，有利選擇持續進修的人才。

連接灣區優勢 料增就業機會
對於有指香港應對疫情的封鎖措施或
影響競爭力，連伯樂指，現時香港在市
場表現相對上健康，亦有不少新的就業
機會，相信當全球環境逐步恢復正常，
香港仍能保持優勢，加上有連接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優勢，對了解環球市場及投
資金融的人才有很大需求，相信可帶來
較多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
颱風影響，原定昨日舉行的立法會大
會取消，原訂載列會議議程上的相關
項目將順延至下周三的立法會會議進
行處理。有議員昨日表示，下周的大
會有需要加長時間，並相信本屆會期
完結前可通過所有議程。
立法會大會原定昨日恢復二讀引入海
外醫生及規管劏房租金的條例草案。立
法會秘書處昨日表示，由於八號信號維
持至昨日下午4時，立法會主席作出指
示，昨日大會不會舉行，議程順延至下
周三大會處理。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將於10 月 30
日開始，而第六屆立法會會期亦會於
同日終止。
按照原訂立法會日程表，本屆立法
會僅剩下 10 月 20 日及 10 月 27 日兩次
大會，而 10 月 27 日的大會為加開大

會，以確保待處理的法案有足夠時間
討論。
根據立法會議程，昨日有 3 條政府
法案交付大會恢復二讀和三讀，包括
《2021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2021 年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以及《2021 年電訊
（修訂）條例草案》。尚有多項政府
法案仍待恢復二讀和三讀，包括
《2019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
條例草案》、《2021 年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修訂）條例草案》及《2021 年
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草案》。已
完成逐條審議的《電影檢查條例》修
例亦將於最後一次大會交付恢復二讀
和三讀。
除政府法案外，原訂於昨日大會討
論的還包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動議「抓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的機
遇」議案，以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動議「效法國家恪守聯合國《2030 年
可持續發展》」議員議案。
同時，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
事規則》擬議決議案計劃亦會於下次
立法會大會討論。
若上述法案未能於本屆立法會任期
內完成審議，來屆立法會須就重新展
開立法程序。

料本屆會期完結前通過所有議程
謝偉俊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取
消會議多多少少影響會議進程，特別
是原訂昨日審議引入海外醫生的重要
法案，認為下周舉行的大會有需要加
長時間，又相信本屆會期完結前可通
過所有議程。

著名媒體人江迅離世 享年 74 歲
香港文匯報訊 著名媒體人、作
家、《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江迅昨
日於仁濟醫院離世，享年74歲。
江迅 1947 年出生於廣東番禺，
1968 年在安徽省上海黃山茶林場務
農。1974 年起先後任職於上海第二
醫學院、《文匯報》、《文學
報》，在上海從事文學和新聞工作
20 餘年。1994 年移居香港，任香港
《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
江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員，1974
年開始發表作品，1993 年加入中國

作家協會。他著有作品集《跨越
2000 年》、《崛起雷州》、《大下
海》、《1998 中國病》、《行筆香
港》、《聚焦洋紫荊．屐痕》、
《聚焦洋紫荊．星辰》、《漣漪香
江》、《香港的七情六慾》、《港
人創業上海》、《香港是杯雞尾
酒》、《香港，一座城市的密
碼》、《解碼朝鮮》等。他的作品
被收入 50 部合集，曾獲全國和上
海、吉林、香港等文學獎和新聞獎
超過20項。

1947-2021

●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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