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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強烈譴責外國單位就香港國安法作失實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昨日對英國政府發表一眾外國單位以所
謂「媒體自由聯盟」成員名義就香港國安法實
施作出內容完全失實的聲明表示強烈譴責，強
調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本港社會得以回復穩
定，本港的傳媒環境亦蓬勃依然，只要不違
法，傳媒評論甚或批評政府施政的自由並無受
到限制。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特區以堅定不移維護法
治和司法獨立為傲，並以此奠下香港成功作為國
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基石。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訂

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聯署者指我
們在香港國安法訂立後針對和打壓特區的獨立傳
媒，毫無事實根據。」
「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堅定維
護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保障的新聞和
言論自由。事實上，香港國安法第四條訂明，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依法保護該等自由。」
發言人補充說：「同樣有就其司法管轄區訂立
國家安全法律、涵蓋範圍甚至較香港國安法更廣
的外國應已明瞭，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必須符合出於保

障國家安全等原因的法律限制。」

不違法下傳媒評論施政無受限制
發言人重申，本港執法部門不論在香港國安法
或任何本地法例下，均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
律，以及按有關人士或單位的行為採取執法行
動，與其職業、背景或政治立場無關。特區政府
對《立場新聞》採取執法行動，同樣依據該等基
本原則。本港的傳媒環境蓬勃依然。
舉例而言，目前在特區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
統註冊的本地、內地和海外傳媒機構共有 209

聶德權：須完成基本法國安法培訓

◆ 何順文與恒大年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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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昨日以視像會議形式舉行政策簡報會
及會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會上透露，公務員培訓的框架將會重整，並
於今年上半年交代詳情。他指出，現職公務員必須完成香港國安法等培訓才可通過試用
期，預備晉升的公務員亦要先完成個別培訓，特區政府亦會向所有部門首長強調培訓的
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為確保新聘的公務員對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有基
本的認識，公務員事務局正檢視及更新基本法

測試的考核內容，並將香港國安法納入考核範圍，
預計新的考核內容可以自今年年中的《基本法及香
港國安法》測試使用。

所有公務員需有基本培訓
多名議員關注公務員入職和晉升的考核、培訓問
題。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除了新聘的公務員，
十多萬現職公務員都應該對基本法和國安法有一定
的認識，詢問特區政府會否對現職公務員進行考
核。聶德權回應指，在現職公務員 3 年的試用期期
間，公務員事務局會要求所有公務員有基本培訓，
在基本法、國安法、憲制秩序、國家發展方面有基
本認識，其中一些培訓課程是必須出席的，全部完
成後他們才可通過試用期。
新民黨議員黎棟國直言，以往公務員培訓很難找
到同事上堂，如同「交數」。聶德權透露，公務員
培訓的框架將會重整，今年上半年會交代詳情。除

要求同事通過試用期、晉升前通過培訓要求外，亦
會向所有部門首長表明，培訓是一件重要事情，必
須安排時間去完成。
自由黨議員李鎮強則提到，公務員團隊及資助機
構應有績效指標（KPI），可讓立法會及市民對他
們進行監察，以及找到無法做到某些目標的原因。
聶德權表示，特區政府工作性質和私人企業有分
別，財政預算案中對每個政策局都有量化了的工作
指標，可讓議員及公眾監察，一些工作需從整體上
進行評價，在每個公務員同事每年的評核報告中會
有所反映。他又指，對新的評核方法持開放態度，
樂意與議員進行交流。

◆ 聶德權透露公務員培訓的框架將會重整，並於今
年上半年交代詳情。
資料圖片
本法和憲制秩序有所了解相當重要，局方有提供大
量培訓、研討會等工作。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出，中高級公務員對創科的
知識需要提高，又形容過往科技知識培訓對公務員
如同「興趣班」，政府部門科技知識不足。聶德權
回應說，很多部門都有好點子，會善用新科技，亦
拿到獎項，需要「適時表揚一下」。
另外，葛珮帆追問有關侮辱公職人員罪的立法研
究進度。聶德權表示，去年施政報告附篇的 40 項立
法建議中，有提到研究修例規管「假新聞」、仇恨
言論、侮辱公職人員等。有關工作由民政事務局牽
頭，公務員事務局會就有關公務員的部分提供意
見。

提供研討會助了解憲制秩序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曼琪指出，公務員堅守「一
國」之本相當重要，要鞏固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
她說，除在入職後提供培訓外，也需要在招聘過程
中確保入職公務員懂得憲法權威，故只集中在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並不足夠。聶德權同意公務員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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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軍抗戰將領、太子系重要成員，四九年大變故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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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作為戰犯關押廿五年，歷盡滄桑九死一生。一九七五年特赦回台不成滯
留香港，成為專欄作家，秉筆直書，為歷史作證！誠如楊森書畫家給他的挽
聯：戎馬一生北疆南疆愛國抗日將軍，滄桑百年獅江香江風流倜儻書生。
痛惜！夫君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安詳離世，享年一百零四歲。謹訂
於公曆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於香港大圍寶福殯儀館寶福堂設靈，翌日
公曆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殯禮儀式，爾後奉柩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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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革新資訊科技核心課程

公僕培訓重整框架 4 個月內揭盅

家，數目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還多。「一如既
往，傳媒可行使監督特區政府工作的權利；只要
不違法，傳媒評論甚或批評政府施政的自由並無
受到限制。」
發言人指出，對外國單位簽署「與媒體自由有
關」的聲明，無非載述其對香港國安法之一貫歪
曲事實且武斷的攻擊，「我們深表遺憾，並須直
斥其非。與有關指控恰恰相反，自香港國安法實
施以來，本港社會得以回復穩定，市民不再受到
危害國家安全或影響其日常生活的行為或活動所
威脅或恐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為響應和配
合香港創新科技發展，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
文昨日表示，大學有責任讓同學裝備好資訊科
技的知識和技能，故已革新該校共同核心課程
中的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當代資訊科技），內容涉及人工智能、大數
據、區塊鏈、雲端、數據分析及電子商務、
5G 等，建議學生在一二年級時修讀，他相信
是本港首間大學作出有關安排。
何順文提到，大學於數月前成立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着重學術理論與數據為基礎，以獨立
和學術角度協助政府和社會籌劃及分析政策方
案以解決社會問題，將涉及跨學科互動，期望
全校師生參與。
在推行國安教育方面，他表示，新聞和法律
主修課程及大學通識科目將陸續加入香港國安
法、基本法內容，相關的獨立選修科將於 2022/23 學年
開辦。他坦言現時校內「無咩老師識得教」，會向相關
的專家尋求協助，並已展開教師招聘。
在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院校的合作方面，何順文透露，
他們正和翻譯及外語學院正與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商討計
劃，讓學生來港進修並升讀碩士，大學的大灣區融創中
心已在廣州和番禺設立了聯絡中心點，為師生提供一站
式的創業、就業、合作交流等支援服務。
對近來多所大學與學生會「劃清界線」，何順文強調
大學與學生會關係「正常、健康」，溝通密切，並讚揚
學生會行事理性，希望學生會在守法和不影響校譽的前
提下，繼續擔當好橋樑角色，反映學生意見。至於多間
大學校長先後宣布約滿後離任，何順文表示現時談是否
連任言之尚早，會積極完成餘下任期，做好目前工作。

嶺大播客節目
英語推介中華經典
中國古典詩詞之美，需要細心品味，
才能領略到箇中韻味。為了將中華文化
的精髓推廣至西方世界，嶺南大學中文
系講座教授蔡宗齊與著名漢學學者合
作，推出「如何閱讀中國古典詩歌」為
主題的播客（podcast）節目，以英語
向西方聽眾介紹中華經典。節目將詩詞的字面含義、音
韻特色、歷史背景等娓娓道來，讓聽眾有系統地了解中
國在文學、歷史及價值觀方面的特點。
是次項目將文字「聲音化」，全套節目共 52 集，分
為 20 個主題，每集節目約為 15 分鐘，公眾逢星期二可
在各大播客平台免費收聽，例如喜馬拉雅（Ximalaya）、Apple Podcast、Spotify和Google Podcast。
蔡宗齊表示，以往西方人學習中國文學的方式，多數通
過英語翻譯；中國詩歌之美，有些在於直率、有些在於凝
練，「好比是律詩，每個字都有其意思、意象，能翻譯出
當中的百分之十已經不簡單！」為了讓西方人了解詩詞的
精髓，節目詳細介紹了詩句的韻律、意象，細緻到甚至會
標示出唐宋詩詞的入聲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內地高校今起招港研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年度內地院校面向港
澳台研究生招收程序將於本月 10 日啟動，本月 25 日截
止報名。考生資格確認將於下月3日至10日進行，通過
資格審核者才可參加入學考試。香港報考點今年繼續不
設統一考試，由報讀院校自主安排研究生考試。
經國家教育部批准，本年度內地院校面向港澳台研究
生招生程序本月展開，全國逾百所高校參與。作為香港
報考點的京港學術交流中心提醒申請人必須於國家教育
部網站以實名註冊「學信網」賬號，在報名期內作網上
報名，每人只限報讀一間院校一個專業。
資格確認階段亦可於網上進行，考生須上傳個人身份證
明和學歷證明正本於
「學信網」
，同時需選擇京港學術交流
中心支持的方式繳付報名費，並發送相關憑證給該中心。
為及時支援有需要考生，香港報考點於下月7日至10日的
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提供現場確認協助。因疫情關係，
如非必要，中心呼籲申請人盡量在網上報名及確認資格，
若需親身辦理則要先致電中心預約。網上報名的技術服務
工作由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
負責，聯繫電話：86 10 67410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