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美公然破壞港法治
發言人批所謂涉港決議等同給予違法者犯法特權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昨日就美國參議院的所謂涉港

決議對香港國安法、香港特區權利

與自由、法治等情況大放厥詞和污

衊抹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發言人批評，美國政客透過所

謂決議，倡議某種背景的人士、機

構和組織不應就其違法行為和活動

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給予其犯法特

權，完全違反法治精神。「任何國

家、組織或個人企圖利用政治力量

干預本港司法程序，以促使任何被

告人逃避應有的司法審判，都是公

然破壞香港法治。發表有意圖干擾

或妨礙司法公正的言論，或作出有

同樣意圖的行為，極有可能構成刑

事藐視法庭罪或妨礙司法公正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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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參議院所謂決議中針對香港特區
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內容，特區政府發

言人批評純屬信口雌黃和政治抹黑，「自
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6月實施以來，美國
政客一直故伎重施，假借不同事件、場合
和藉口，詆毀香港國安法，對盡責、忠誠
和依法落實香港國安法的香港特區肆意攻
擊，並對香港國安法實施讓廣大香港市民
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營商環境恢復
的實況置若罔聞。2019年『黑暴』肆虐，
目無法紀、危害社會安寧和危害香港特區

管治權的行為對本港社會、經濟和營商環
境造成嚴重破壞，美國政客則對此隻字不
提。美國政客透過所謂決議，一再作出政
治凌駕法律的卑劣伎倆，其『雙標』的虛
偽面目表露無遺，其『以港遏華』的卑劣
圖謀絕不會得逞。」

秉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原則
發言人表示：「美國政客透過所謂決

議，倡議某種背景的人士、機構和組織不
應就其違法行為和活動受到法律制裁，等
同給予其犯法特權，完全違反法治精神。
香港是法治社會，一直秉持有法必依、違
法必究的原則，本港司法制度深得國際社
會推崇。香港國安法清楚列出所規定的四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只要嚴格遵守香
港法律，任何人士、機構或組織都不會誤
墮法網。」
「香港執法部門在《香港國安法》或任

何本地法例下，一直根據證據、嚴格依照
法律，以及按有關人士、機構或組織的行
為而採取執法行動，與其政治立場、背景
或職業無關。律政司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所有
檢控決定是基於所有可接納的證據和適用

法律進行客觀分析後作出。司法機關依法
獨立行使審判權，而所有面對刑事指控的
人都享有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發言人
強調。
發言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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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
機來源，香港將必繼續受惠於此大趨
勢，充分發揮其作為門戶和中介人的角
色，從而獲得龐大發展機遇。「憑藉國
家大力支持，加上國家『十四五』規
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帶來的廣闊發展
空間，香港的營商環境必將商機無限。
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增強發展動能，更
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
更積極進取地招商引才，提升香港競爭
力，推動香港經濟走上更高台階。」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國安法的
權威，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義
務，同時維護香港市民受到法律保障的權
利和自由，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任何人詆毀香港情況，試圖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只會自暴其短，理屈詞窮，以
失敗告終。特區政府強烈敦促美國政客立

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的行為，並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
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子之）
東華學院於昨日公布2022年畢業
生就業數字，該校多個課程與醫療
護理相關，整體畢業生均獲較佳待
遇，其月入中位數超過3.3萬元，
創下歷年新高。為回應香港社會對
醫療服務人才需求，學院在2023/
24新學年，獲資助的護理及相關
學額將增加三成至逾1,000個，亦
會積極開拓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習機
會，豐富學生學習及專業培訓體
驗，同時計劃在2025年申請升格
為大學。

放射治療學畢業生入息最高
東華學院昨日舉行傳媒聚會，校長陳慧慈分享

指，該校去年底的就業調查訪問了600多名畢業
生，當中93%成功獲聘或繼續進修，該校學生求
職時雖仍受疫情困擾，但各項薪酬數字仍錄得輕
微增幅，包括平均月薪為30,286元，較2021年
升1.2%，月入中位數則微升0.5%至33,245元，
錄得歷年新高。按課程計，則以放射治療學學士
畢業生入息最高。
東華是本地其中一間提供多個醫療護理培訓課

程的自資院校。陳慧慈表示，學院積極回應醫療
管理及安老業人手需求問題，今學年旗下應用老
年學獲納入教育局「應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並
招收首批學生，同時新辦醫療資訊及服務管理學
士課程。此外，學院於下學年獲教育局「指定專
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的醫護

相關學額將增至865個，連同社署150個資助護
理高級文憑學額，學額增幅達三成，期望為香港
培育更多醫護服務人才。
陳慧慈並透露，學院獲得「自資專上教育提升

及啟動補助金計劃」撥款2,650萬元，資助開辦
香港首個自資醫療影像學學士課程，以回應社會
對放射診斷技師的殷切需求。完成課程後，學員
可向香港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申請註冊為放射治
療師，於本港及海外執業。
內地發展方面，陳慧慈表示，學院計劃增加與

大灣區內地城市院校或相關機構交流合作，包括
吸納更多交換生到港學習，也希望為該校學生開
拓於當地實習機會，但未有計劃在內地設分校。
未來學院將招攬更多研究出色的學者，提升研究
實力，計劃在2025年申請升格為私立大學，亦
會提供學額給在職人士繼續進修，應對本港出生
率低的挑戰。

東華畢業生月入中位數創新高

◆校長陳慧慈（右四）與管理團隊及一眾學院院長及副院長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葉子之 攝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科研團隊

成功研發出新型可調的太赫茲超構器件，可將訊號傳送
至特定接收器，若相關技術能被廣泛應用，將有助節能
及提升信息傳遞的保密性，對促進6G第六代通訊、無
線電力傳輸及遙距感應系統的發展有莫大裨益。據介
紹，此超構器件製作成本低，極有潛力成為6G通訊的工
業級組件，研究成果已在學術期刊《Science Advances》
上發表。
負責領導這次研究的城大團隊包括電機工程學系講座
教授兼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志豪、電
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定平、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陳
沐谷、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吳
耿波，及該系博士研究生張景程。

升信息隱密性 更安全靈活
城大團隊研發的超構表面直徑為 30毫米、由逾

15,000個以三維打印技術製成的微小人造超構天線組
成，能控制太赫茲波束投射至二維平面甚至三維空間的

某個特定點，只有身處該位置的用家才能接收到有關訊
號。
蔡定平表示，這種任意操控太赫茲波束，讓訊號得

以傳遞到特定接收器的技術，能避免訊號發射至附近
其他接收器而浪費電源，亦提升信息隱密性，優化通
訊系統的安全度、靈活度和信號集中度。
為了控制超構器件對準二維平面及三維空間，找出每

個特定方位的準確位置，研究人員須進行大量精準的計
算工作來設計這個超構器件。他們為製作可變焦的超構
器件，結合及旋轉多種相位分布，包括超構天線的形貌
尺寸、傾斜度及對焦相位，並在兩至三個超構表面內執
行各種不同的投射。
為驗證相關概念的可行性，團隊採用了兩組不同的變

焦超構器件隨意操控其波前及焦點。雙體式的超構器件
用以操控艾里光束在二維平面對焦，而三體式超構器件
則用作操控三維空間的高斯聚焦點，而城大新研發的超
構器件設計，已在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中進
行測試並通過驗證。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參議院3月15日通過所謂涉
港決議，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開脫說項，惡意抹黑香港
國安法，干擾特區依法施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強調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名義凌駕於法律之
上。特區政府依法執法、司法機關秉公辦案，無可指
摘，不容置喙，並批評有關人等污衊中國政府破壞香港
民主影響未來國際秩序，「他們對自身重重問題輕描淡
寫，卻遠隔萬里對香港的民主人權狀況指手畫腳，滿腹
『以港遏華』的陰謀詭計，這樣的決議充斥着虛偽與霸
道！」
外交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法治和

營商環境更加優良，社會愈發安定團結，迎來由治及興
新局面、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全體市民歡欣鼓舞，國
際投資者也用實際行動為香港發展投下信心票。基本法
和國安法充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廣泛權利自由，
但任何權利自由都不是無邊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
名義凌駕於法律之上。特區政府依法執法、司法機關秉
公辦案，無可指摘，不容置喙！

公然踐踏法治為暴徒撐腰
發言人指出，美參院所謂「決議」滿紙荒唐言。他們
罔顧事實，指責香港警隊在處理「黑暴」勢力時過度使
用武力，難道忘記了美國警察為了芝麻大的事從不吝於
開槍射殺百姓？他們指責國安法自實施近三年來已有200

餘人被捕，難道忘記了兩年前美國國會山被衝擊一日
後，被捕者的數量就數倍於此，被起訴者也在千人以
上？他們肆無忌憚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立即釋放黎智英等
亂港違法嫌犯，是公然踐踏法治，為暴徒撐腰。他們攻
擊香港不再享有國際商業中心的信譽，但最新統計表明
上月訪港旅客三年內首次突破百萬，高達146萬，充分
表明全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均對香港未來發展充滿信
心，香港回來了！他們污衊中國政府破壞香港民主影響
未來國際秩序，他們必須明白，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
政，中國人在家裏打掃房間無關國際秩序。

對自身重重問題輕描淡寫
發言人強調，這些高居美國國會山的袞袞諸公難道真

的很健忘？他們如此讚賞當年暴力攻擊香港立法會的行
為，似乎忘記了兩年前美國國會山被洗劫的鬧劇。他們
對自身重重問題輕描淡寫，卻遠隔萬里對香港的民主人
權狀況指手畫腳，滿腹「以港遏華」的陰謀詭計，這樣
的決議充斥着虛偽與霸道！
發言人重申，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
決心堅定不移。我們敦促美方有關政客反躬自省，摒棄
頤指氣使的「教師爺」姿態，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國
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譁眾取寵的政
治作秀，立即停止以任何借口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
文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的第三個「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將於4月15日展
開。教育局將舉辦一系列
與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講
座及活動，讓師生能投入
其中，營造維護國家安全
的氛圍。其中局方將於4月
18日為全港教師舉辦國家
安全教育（線上）講座，
特別邀請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為主講嘉賓，中小學校
長和教師可透過教育局培
訓行事曆報名參加。

邀鄧炳強主講 助教師學國安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校長發出通函，

介紹局方為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舉
辦的講座及整合的學與教資源。其中，鄧炳
強將以「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為
題舉辦教育講座，以提升教師對國家安全及
其重要性的認識。講座參加者以先到先得形
式辦理，獲成功取錄者將於講座舉行前3個
工作天獲電郵通知。
此外，主題為「國家安全是什麼？」的
第一套小學版本和中學版本國家安全教
育展板，將再度推出供學校借用。學校
亦可下載第一及第二套「國家安全教育
展板」電子版本，自行複製以作印刷海
報和展板供校內展覽。教育局亦會製作
第三套「國家安全教育展板」及持續推
出學與教資源供學校參考及使用，詳情

稍後公布。
通函亦收錄由教育局編寫的「『 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講解重點舉隅」及「『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早會活動建議流程舉
隅」，旨在建議學校透過早會、班主任課、
禮堂講座等為學生講解「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的背景及重要意義，又整合了與國家安
全教育相關的學與教活動建議及參考資料和
網頁，方便學校使用。
教育局將會持續透過「國民教育一站通」

網上資源平台及「國家安全教育資源網
頁」，發放與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
相關的多元化資源，以助學校推廣國民及國
家安全教育，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及維護
國家安全的意識。特區政府將會在「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 前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學校應留意政府公布的相關訊息，鼓勵
師生共同參與。

外交公署批美參議院：
所謂「決議」虛偽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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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製新超構器件 價廉助6G通訊發展

◀陳志豪（左二）及蔡定平（左四）等人研發新超
構器件。 城大圖片

◆超構表面
由逾15,000
個以三維打
印技術製成
的微小人造
超構天線組
成。
城大圖片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三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將於4
月15日展開。圖為去年宣傳標語。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就美國參議院的所謂涉港決議對香港國安法、香港特區權利與自由、法治等情
況大放厥詞和污衊抹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圖為香港街頭高樓上的電子宣傳標語
「國家安全 護我家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