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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在教育政策範疇特別提出
大力推動STEAM教育，體現了二十大
報告中「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
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力」的精神，也對應着國家「十四
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的政策。在「以結果為目
標」的施政新風下，特區政府透過中
小學教育推動香港創科向前發展，有
效為香港注入新動能。

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工作大未
來」報告已指出，未來全球將在電
腦、數學、建築和工程等領域產生
200萬個新工作機會。另一方面，科
技發展將大大改變工作性質，預計未
來將有700萬個工作崗位被機器所取
代。故此，21世紀的人才教育，需要
由創意、領導才能、超越改變及駕馭
人工智能，還有機械人等多元化特
質，作出針對性改革。為讓學生掌握
這些特質和適應科技潮流，傳統上只
專注在書本知識的教學模式已不能墨
守成規，故此旨在讓學生將知識活學
活用的STEAM教學，將會愈受重視。

STEAM 教育作為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和數學的通稱，是一個跨學
科領域的新觀念，透過以專題研習與
動手實驗解決問題為導向，鼓勵學生
在實際生活情況下嘗試多元應用知
識。另一方面，藉着各種集體研習、
團隊分工，可讓學生學習與人溝通、
領導和合作，加強未來投身職場的
「軟技能」。可以期望，藉着愈加豐

富的各項 STEAM 活動
主 題 ， 學 生 的 好 奇
心、學習動機、分析
力和解難能力能夠有
效被激發，幫助學生
發 揮 創 意 ， 多 元 發
展。

施政報告的教育政策目標，是啟發
香港學生潛能，提升教學效能，貢獻
發展動能，在在體現了二十大報告中
提到的「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精神。
特區政府重視推動STEAM 教育，在普
及學習上，將投入更多創新學習元
素，目標是在2024/25學年前至少四
分之三資助高小推行增潤編程教育，
而初中課程亦將加入人工智能等項
目。為加強統籌規劃，本學年起所有
資助中小學須委派統籌人員規劃
STEAM教育及安排學生參與STEAM活
動，另外各受資助中小學亦須安排老
師參與STEAM的專業培訓，提升師資
質素。

教育是國之大計，香港立足於這個新
時代新征程，擁「一國」之利、「兩制」
之便，更須抓緊機遇，善用並發展與鄰
近地區的關係，為創科人才提供機遇和
空間。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更要緊跟
國家大力推行科普教育的腳步，把握政
策資源完善STEAM教育的方向，真正做
到盡心盡力「為國育才」，為國家現代
化，為香港發展，培育愛國愛港、德才
兼備的優秀新一代。

林淑操 小學副校長 香港副校長會執委 湖北省青聯特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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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成功舉行，
滙控、渣打、摩通、貝萊德等均派要
員出席，紛紛讚嘆充滿活力的開放的
香港「回來了」。這一結果，既讓力
阻國際金融機構領袖出席峰會的美國
政客氣急敗壞，也讓唱衰金融峰會的
美聯社等外媒大吃「酸葡萄」。

此次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舉
辦前，先有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呼籲金
融機構不要到香港出席會議，此後部
分金融機構領袖因染疫未能出席，美
聯社於是「興奮預言」：這個金融峰
會旨在為幫助香港恢復作為金融中心
和商務旅行目的地的形象，但颱風與
嘉賓缺席恐怕會令峰會失色。結果，
雖然8號風球在開幕後掛起，但無阻
峰會照常舉行，峰會群星閃耀、金光
熠熠、陣容強大。與會者圍繞全球金
融界面臨的三大挑戰和機遇，包括利
率上升、滯脹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
以及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等大趨勢，對
金融發展影響等議題交流意見及分享
經驗，世界各大傳媒廣泛報道峰會，
各大國際金融機構領袖更藉此機會與
老友重逢、與香港機構員工見面，其
樂融融。

部分外媒不顧事實、只戴着意識形
態有色眼鏡報道香港，難怪不斷遭打
臉。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國際

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也忍不住提醒國
際金融領袖：「很多(國際)媒體的報
道，讓我這樣說，他們不了解中國，
他們也很短視。我會建議國際投資者
看看中國發生什麼事，看看我們政府
的真正意圖，不要閱讀太多國際媒體
的報道。」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今日在記者會上所言：「今天的
香港正在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闊步前
行，個別勢力唱衰香港的圖謀不得人
心，也絕不會得逞。」

不過，若部分外媒真對「峰會失
色」報道感興趣，而又不想再違背新
聞真實性原則，那其實可建議他們參
考一下這兩段新聞：一是美國今年5
月搞東盟峰會，結果所謂的印太經濟
框架被冷落；二是美國今年6月搞美
洲峰會，大搞政治小圈子，拒絕邀請
古巴、委內瑞拉及尼加拉瓜三國參
加，引起了其他美洲國家不滿，幾乎
大部分美洲國家都批評美國的做法，
墨西哥、洪都拉斯及玻利維亞等更拒
絕出席或是改派較低級官員出席峰
會，令美國陷入尷尬局面。估計那些
唱衰香港峰會的外媒，可以在培訓其
記者練習撰寫東盟峰會、美洲峰會的
報道時，可準確而不失文采地向其讀
者描述一下，什麼才叫「峰會失
色」。

細味金融領袖觀點 探索香港金融業前路
雲集全球多個重要金融機構領袖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

峰會在11月2日舉行。峰會從市場發展出發，談及金融

科技以及全球熱議的減排節能綠色金融，場面星光熠

熠，更充滿活力與生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能夠

邀請世界級金融巨頭們歡聚一堂，有助提升香港的國際

形象。金融機構領袖們發表的意見精闢獨到，對香港的

金融業前景具有啟示和鼓勵作用，值得特區政府、本地

金融業界人士反覆細味，從中把握機遇，順應潮流，推

動香港的金融業精益求精，合力鞏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

黃元山博士 立法會議員

峰會安排了3個內地監管機構的領導，闡述
內地對香港未來金融發展的具體支持。對於國
際金融機構的高層來說，內地監管機構高層在
峰會親自跟他們保證，國家將全力支持香港做
離岸人民幣的金融產品中心，是一顆威力巨大
的定心丸。

完善發展金融科技
在峰會中，幾間國際投行高層都不約而同指

出，環球的經濟活動或政府政策都充滿不確定
性，過去「平錢」充斥市場的日子已成過去。
展望2023年，市場難免維持波動，回復平衡需
時可高達6個季度。總的來說，隨着環球寬鬆
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發達經濟體持續通脹高
企，以及疫情仍然反覆，市場難以避免出現令
人痛苦的過渡期。話雖如此，香港的中長期發
展前景仍然相當亮麗。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

開場發言指出，香港始終是世界領先的金融中
心之一，在多方面都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優勢。
例如，香港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增值佔GDP的
23%。在過去13年間，香港有7次登上全球首
次公開招股(IPO)集資榜首，我們也是全球領先
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之一。

談及金融業未來發展，金融科技自然是逃
不開的議題。金管局的《金融科技2025》發
展策略，勾勒了特區政府支持銀行界全面發
展及採用金融科技的藍圖。同時，金管局亦
與國際清算銀行及其他三家中央銀行發展
mBridge 項目，探討應用中央銀行數字貨
幣，以加快跨境貿易結算。早前，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發表了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
策宣言，闡明政府為在香港發展具活力的虛
擬資產行業和生態系統而訂定的政策立場和
方針。當主持人在峰會上提及這一議題時，

來自渣打、滙豐、摩根大通的幾位高層都強
烈要求，將虛擬資產納入金融系統，持續監
管。政府及監管機構應該在虛擬資產監管上
快馬加鞭，不僅保證交易者的安全，更是在
虛擬資產市場中，掌握制定規則的主動權，
推動香港成為世界級虛擬資產中心。

開拓可持續金融市場
另外一個熱議的話題就是減排節能。多位投

資機構領袖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可持續金融及
ESG會為投資者帶來很大的機遇。正如紐約梅
隆投資管理首席執行官Hanneke Smits在該主
題討論中所言，亞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暫時是
比其他地區落後，但很快會追上。在這個追落
後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亞洲地區對於碳排
放等氣候相關項目上的規範正急劇變化，變得
愈來愈嚴格，企業的合規成本直線上升，但同

時減碳項目帶來的機遇亦變得非常可觀。所
以，對比起歐洲等成熟的可持續金融市場，亞
洲正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亦是投資者認為亞洲
可持續金融市場具投資價值的原因。

隨着氣候變化的風險及可持續發展的機遇不
斷增加，投資者對ESG資訊的質量要求愈來愈
高，希望作出更精準的投資決定，所以多個市
場的金融監管機構不斷優化上市公司的ESG披
露要求，以配合投資者的需要。正如瑞銀集團
董事長Colm Kelleher在另一場主題討論中所
提及，ESG的發展勢不可擋。

業界在峰會上的觀點、思想火花，是香港特區
政府、本地金融業界人士須反覆細味的寶貴財富。
期待特區政府及本地金融業的持份者們，能把握
好人民幣金融國際化的機遇，以及科技和綠色金
融的潮流，推動香港的金融業精益求精，合力鞏
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中共二十大閉幕後，中國外交新熱潮隨即展開。越
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率團訪京打響頭炮，巴基斯坦總
理夏巴茲、德國總理朔爾茨等也相繼訪華。同時，
「外交熱線」也是響個不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分
別與俄羅斯、美國和法國的外事負責人通話。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王毅會見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伯恩斯
表示認真研讀了二十大報告。

顯而易見，這一外交新熱潮不是偶發的，而是成為
一種「國際現象」。王毅對法國外長科隆納說，「二
十大規劃的中國發展藍圖和內外政策將為動盪多變的
世界注入重要確定性，並為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強大
正能量」。當今世界之動盪多變，確實使世人困惑與
不安，甚至慌亂失態。新冠疫情肆虐快3年之久，尚
看不到國際社會徹底復常的時間表；俄烏衝突至今已
經歷大半年仍沒有緩和跡象，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反而
有升級現象。與此同時，某些地區的糧食危機、全球
氣候變暖的趨勢、生產鏈受阻等各種難題，也在為世
人的心頭大石加重分量。

推出和平合作共贏方案
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展開。人類社會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主流難
以阻擋，善良的人心所向、求和的大勢所趨，決定了
世界的前途終向光明。但是，恃強凌弱、巧取豪奪、
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依然深重危害國際社
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加
重的趨勢，二十一世紀的人類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深入分析國際形勢，
鮮明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
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在這一個充滿挑戰的
時代，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攜手同心，匯聚磅礴偉
力，共同駕駛新時代的「諾亞方舟」，開創人類更加
美好的未來。

為此，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的外交政策宗旨；中國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
零和博弈；中國堅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站在歷史
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中國堅持在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
新型國際關係；中國致力於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
點，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積極參與全
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一句話，中國不依附別人，不掠奪別人，永遠不稱
霸，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
維護世界和平與進步。

目的旨在建立睦鄰友好
從阮富仲訪華，中越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可見，越

方表明不會讓海上問題影響兩國總體關係發展，不容
許任何國家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不參加任何軍事聯
盟；中方則鼓勵優質企業到越南投資並擴大越南優質
特色產品在華銷售；中越雙方合力睦鄰友好和全面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上升到新高度，繼承和發揚「同志加
兄弟」傳統友誼，切實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夥伴」。

眾所周知，美國出於遏制中國發展的需要，制定了
所謂的「印太戰略」，利用地區的矛盾，挑撥離間，
製造衝突。這次阮富仲訪華取得豐碩成果，不但使損
人不利己的美式戰略破產，也更加凸顯中國真心實意
與其他國家共坐一條船，落實共同和平發展的宗旨。
中國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戰略意圖光明磊落。美方
不要再戴有色眼鏡主觀臆測，更不要讓意識形態偏見
蒙蔽雙眼。

事實上，不但越南、巴基斯坦這些中國的近鄰率先
訪華，就算歐盟的核心德國總理朔爾茨也是衝破各種
阻力，爭取早日踏足中國。相信連西方發達國家也帶
着對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疑惑，來中國尋找答案。光
明磊落的中共二十大，確實是茫茫大海撥開迷霧的一
座燈塔。

中國正推動世界跨越不確定性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冠蓋雲集，是
香港在新冠疫情爆發近3年後再度舉辦
的大型金融峰會。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香港透過這場峰會，向世界釋出「香港回來了」
的重要信號。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中強調，機遇時
機盡在香港，呼籲把握先機，莫追落後，展現了香港
經濟穩步復常的自信。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經濟充
斥着種種不確定性。多名國際頂級金融機構要員特意
來港赴會，反映國際頂級精英翹楚皆看準香港是首屈
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與內地和世界各地的聯繫無可比擬，是應對環球風險
的最佳城市。

「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持續發展的底
氣和優勢所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藉此不斷鞏
固。通過金融峰會，環球投資者從更多渠道，認識、
用好香港這些優勢，投入內地市場。

香港得天獨厚，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吸引眾多國
際投資者來港尋覓機遇。這場峰會的一大亮點，是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席肖遠企及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與香港金融
管理局總裁余偉文對談，與會的金融領袖均期待從中
了解內地的最新政策。投資者掌握內地最權威準確的

信息，以利部署投資大計、把握商機，香港仍是首選
地區。

香港13年內7度登上全球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榜
首，去年保險業管理資產總值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
二，更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各項數據及排
名，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鐵證。隨着世界經濟
重心東移，內地與區內眾多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勢將成
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加上國家支持香港金融
發展、促進兩地金融互聯互通的舉措陸續推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將不斷壯大。

香港要不失時機，用好金融峰會良好勢頭，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善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
特定位，共同跨越當前困境。這可從兩方面入手：
一方面，中共二十大提出很多新戰略、新舉措，我
們國家的經濟、貿易、教育、科技、國防、農業，
以及各方面都非常進步，香港須在「一帶一路」和
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國家策略中，推出更多政策措
施，引領世界資金透過香港投入到內地；另一方
面，在峰會結束後，特區政府要加強到世界各地路
演，製作中國最新發展的政策包，介紹香港的跳板
作用，讓世界各地投資者更快更準地掌握中國發展
脈搏，抓準投資項目，透過香港共享中國的巨大發
展機遇。

金融峰會展現香港的優勢與自信
王文亮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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