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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近日約見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就梅儒瑞及美國
駐港澳總領事館近期一系列干預香港事務
的錯誤言行，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
滿，並劃出三條「紅線」，要求美方不得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滲
透、不得詆毀破壞香港發展前景。

劃出「三條紅線」某程度已接近一種
「外交照會」。「外交照會」屬於正式外
交文件，主要出現於國與國之間的交涉，
用作表態、敦促、知會，甚至抗議或反對
另一國政府，是外交上最正式、最慎重、
最高級別的溝通方式，代表國家意志。這
次外交部駐港公署劃出的「三條紅線」，
是通過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向美國駐港
總領事表達嚴正立場，反映了國家明確的
態度和立場，是近年最嚴肅、最高規格的
一次表態，凸顯事件的嚴重性。

梅儒瑞作為美國駐港總領事，本應恪守
外交官職業操守，盡責加強港美友好溝
通、協助兩地深化合作，但他反其道而
行，公然詆毀香港法治和自由，抹黑香港
國安法和人大釋法，唱衰香港營商環境，
恐嚇包括美國商界在內的外資撤離香港，
赤裸裸地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
嚴重逾越了外交人員所應遵守的國際規
則，在全世界各國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

這種抹黑攻擊完全與事實
不符，更暴露其別有用
心。

正如外交部駐港公署發
言人發表的聲明指出，梅
儒瑞作為美國政府派駐香
港的高級外交官，幹的卻是「吃飯砸鍋」
的勾當，對當前香港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
視而不見，對香港安定團結的客觀事實充
耳不聞，對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原則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肆意踐踏，不斷詆毀香港
法治和自由，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打氣，
唱衰香港發展前景，只能暴露其亂港遏華
的險惡用心，必將會被鐵一般的事實狠狠
打臉，再次遭到可恥的失敗！

實施了香港國安法，香港開啟了由治
及興的大好局面。相比之下，美國的種
族欺凌、槍支暴力氾濫、通脹高企導致
民不聊生，同時美國政府向世界到處挑
起戰火，危及世界和平安全，造成人道
災難。梅儒瑞對美國嚴重損害人權自由
問題不吭一聲，卻顛倒是非貶損香港，
對香港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民
主燈塔」「人權衛士」的虛偽面目早已
被世人看穿、遭世人唾棄，根本不配當
什麼「人權衛士」，更沒資格充當頤指
氣使的「教師爺」。

3月1日，香港正式解除「口罩令」，
港人笑逐顏開，社會正式大踏步走上疫後
復常的快車道。但復常路上，各行各業卻
面對缺人的大問題。多個行業早前都召開
記者會，講述人員不足的問題，要求政府
加快輸入外勞。對此政府應該回應業界訴
求。輸入外勞和本地培訓雙管齊下，不能
因缺人而窒礙了復甦的力度。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發表的數字，最新
失業率由去年10月至12月的3.5%下跌至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3.4%。就業不足
率亦由1.5%下跌至1.4%。勞動市場近乎
全面就業。另外根據網上求職平台JobsDB
公布的報告，香港的2,231位受訪者中，
68%表示過去一年獲多次新工作機遇接
洽，顯示僱主請人難，就業市場由求職者
主導。

其實自從今年年初本港全面通關以來，
多個行業已經面臨人手荒。現在旅遊、零
售和餐飲業都有人手不足，建造、醫護、
運輸等行業也長期面臨青黃不接。這些行
業組織早前都曾開記者會，促政府盡快輸
入外勞，但同時也有工會組織認為應該優
先培訓本地人才和改善員工待遇。其實兩
方面做法並非排他性，在人手極度緊缺的
當下可以一起推進。

首先，本地勞動力市場存在結構性短
缺，一些技術性崗位例如資訊科技、醫護

長期缺人，本地培訓需
時。同時本港擴大了高端
人才的輸入，推出了「高
才通」和五類輸入人才等
簽證計劃。高端人才多
了，相應的中低端的配套
服務也需要跟上。即使政府加大引進外勞
的力度，也會設定配額和條件，無須過分
擔心會衝擊本地就業生態。

其次，本地人才的培訓也確實需要加大
力度。隨着人口老化和技術進步，很多老
一輩的工人未必有能力適應新的工作環
境，政府需要投入足夠資源，讓市民有學
習進步的空間。

求職網站的調查還發現，逾六成香港
僱員更注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而非薪
酬和職銜。這也體現了新一代年輕人的
價值觀。政府需要完善本地勞工法例，
例如推行五天工作周和改善產假、侍產
假等安排，才能有效提升對人才的吸引
力。

香港經歷了三年疫情困擾，好不容易迎
來了疫後復甦。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否則我們的市場就
會被周邊經濟體搶去。政府和業界應抱持
開放心態，雙管齊下為本地勞動市場補充
新血，不應再糾纏在輸入優先還是培訓優
先的次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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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健成 選委會委員 新界潮人總會主席元朗區防火委員會主席

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推動香港教育融入國家
全國兩會是一年一度的國家盛事，宛如春風拂面，

也在香港市民心中生發出無限喜悅與期待。昨日中央

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看望了出席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

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夏寶龍希望各位委員積極參政議

政，廣泛凝聚共識，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發揮「雙

重積極作用」，為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推動「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

新的更大貢獻。國家現代化建設邁向新征程，香港在

由治及興進程中快馬加鞭，教育界亦開始「再出

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更應發揮

「雙重積極作用」，推動香港教育加強與內地教育的

交流合作，促進香港人心回歸，以利香港更好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社會進步、兩地共贏發展增添

新動能。對此，每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

表都責無旁貸，應全力以赴。

黃錦良 港區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主席

香港的教育任重道遠。擴大兩地教育交流與
合作，提升教師專業質素和職業操守，推進國
民教育、幫助青少年增加國情認知並培育愛國
價值觀，這些都至關重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應當齊心協力，同時也要爭取國家的政策支
持和資源投入。

擴大兩地教育交流合作
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保持着教育的獨

特優勢，尤其是高等教育，香港有5所全球百
強大學，且高度國際化。在國家教育部支持
下，本港大學陸續於大灣區其他城市開展合作
辦學。香港浸會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於珠海合
辦聯合國際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大學合
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也
已正式運作。此外，城市大學、都會大學、理
工大學及香港大學也在積極推動。政府要大力
扶持這些合作辦學項目，在管理制度上大膽創
新，為兩地教師交流、學生交換、科研合作等
事項創造寬鬆和便利條件，使其發揮建設國際

一流灣區戰略的支撐作用。
長期以來，特區政府推動姊妹學校締結計

劃，教聯會積極參與和配合。這是兩地學生和
教師交流互動的平台，對香港學生增長見識、
了解國情助益良多，至今已有2,100對學校締
結為姊妹學校。要珍視現有成果和取得的成
效，學校間須進一步加強交流，將其規範化、
長期化，讓更多學生和教師參與其中，並建立
一個更好的機制，在線上和線下開展形式多樣
的各項活動。

重視教師專業培訓
古人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要立德樹人，培育學生品德，增加對國情認
識，養成愛國價值觀，教師的質素和專業水平
就不容忽視。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時
間，要持之以恒。香港社會對教師的專業操守
非常關心，教育局也推出了教師專業操守的指
引，採取了很多措施。相信老師對自己各方面
都有嚴格要求，政府和學校也會加強培訓，以

確保符合資格要求。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擴闊了教師執業渠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研
究開放港澳中小學教師、幼兒教師到廣東考取
教師資格並任教。然而，許多老師反映，以上
程序頗為繁複，普通話水平要求嚴格，而且還
要到內地考試。若可將機制靈活調整，將考核
程序理順優化，建立豁免機制以及兩
地互認資格，將可推動更多香港老師
到內地教書育人，服務國家。期望國
家能作出適合的政策安排。

借助內地資源推進國民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七一重要講

話指出：「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
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
和主人翁意識。」青少年是香港的未
來，國民教育責任重大。作為香港學
校教育重要一環，國民教育其中核心
是愛國價值觀的養成。推動愛國教

育，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是香港社會的期
待，也是國家的期待。內地愛國教育資源豐
富，可以充分利用。

如果能從國家層面更好地規劃，提供香港學
校更多考察交流的機會，必將有利於提升香港
青少年對國家建設和發展歷程的感受和認知，
使國民教育發揮出更理想的效果。

陳子遷 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吉林省政協委員

城市群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依
靠結構合理、數量充足的人才隊伍
提供持續動能，所以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努力把科教人才資源優勢轉化為創
新發展優勢，是其中的重要環節。

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隊伍不僅需要高端科研人才，應
用型、高技能的職業人才也為產業發展所急需，是
經濟空間格局優化的主要參與者之一。粵港澳大灣
區要充分調動區域內資源及優勢，通過培養技能型
人才，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進而支撐和建
設粵港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為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香
港需要打造國際職業教育發展基地。環顧粵港澳三
地，大家在職業教育上各有優勢，港澳地區教育獨
具國際化特色及融合文化的根基，內地教育則使學
生掌握較強的理論基礎，三地職業教育的合作將加
快更高質量的人才生態建設。香港在教育科創、國
際化、金融行業發展等方面獨具優勢，因此本港需
要充分釋放職業教育優勢，讓粵港澳三地打通職業
教育融合貫通，匯聚整合，加快高質量人才生態建
設，深化大灣區技能人才隊伍的培育，解決企業人
才輸送問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創科中心的實力與
能力。

三地應深化「產教研創」協同育人，促進專業結

構優化，推動大灣區教育與產業共生發展，職業教
育改革由「教育」轉向「產教」，主動服務建設現
代化經濟體系和更高質量就業需求。對於社會認可
度不高的專業，要及時進行專業優化，而對於發展
勢頭足、人才需求大的新興科技和數字文創產業，
則需進行快速及時的響應，促進專業結構升級。港
澳及內地職業教育學院、企業等應進行跨境合作，
優化供給結構，增強區域產業發展契合度，切實打
通職業院校人才培養、企業需求、產業創新科研、
創業孵化之間的壁壘，深化「產教」融合，加深
「產教研創」共生發展，吸納港澳青年在粵創業，
推動創新創業人才互動、科創資源共享、科創高地
建設。

大灣區應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加強「一帶一路」
平台建設。國際化是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因此在構
建國際職業教育發展基地過程中，應搭建國際化交
流合作平台，加強 「一帶一路」職業教育聯盟等
平台建設，通過開展職業教育合作項目、合作辦
學、交流培訓等方式，借助藝術、廚藝、語言、技
能等工程，同時支持學校和企業「走出去」等多種
形式，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影響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國際職業教育發展基地，
將可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升級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
撐，為建設世界一流灣區注入源源不斷的可持續發
展動力。

加強職業教育 實現灣區高質量發展
冼漢迪 港區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社會評價正面，尤其是
在赤字預算下，仍派發每人5,000元
電子消費券，又有電費補貼，令中
下階層的感受特別深刻。同時在復
常初段，刺激消費振興經濟，發揮

開支的乘數效應，也是符合應使則使原則。正如工
聯會的早前建議，「量入為出」的理財，不應單以
每一年作考量，而是以短中期的宏觀視野作單位，
才能令預算案發揮最大作用。

至於調整首置從價印花稅的稅階和稅率，讓年
輕的上車族節省了數萬元稅款，此措施回應了工
聯會及筆者的關注，是遲來的春天，值得鼓舞。
回想筆者在2016年起每年都提出相關建議，原來
已有7年之多。當年以「不吃不喝」年期量度在香
港儲首期「上車」的困難度，更將私樓及二手居
屋作對比。為了紓緩上車族的壓力，其中一項建
議便是完善首置從價印花稅的稅階和稅率。在今
年1月份立法會大會質詢當中，筆者質疑首置從
價印花稅已十多年沒有修訂，可是樓價卻不止翻
一番，建議政府應與時俱進，獲房屋局局長何永
賢正面回應作考慮。雖然財政預算案將第一級稅
階（100元稅款）提升至樓價300萬，與筆者倡議
的樓價500萬有差距，但由於往後的稅階也有減
少，市民首置最終累計也可節省數萬元稅款，紓
緩「上車」族的壓力。雖然目前政府財政赤字較

突出，因而未能一步到位，但相信有關措施往後
仍有調整的機會。

至於煙稅方面，早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曾要求
增加煙稅100%，令香煙增至每包近百元，以減少
煙民人數，達成特首訂立2025年本港吸煙人口下
降至7.8%的目標。預算案卻留了一手，每支香煙
增加0.6元的煙草稅（約三成），是相對溫和的步
伐，相信下年是控煙工作政策調整的關鍵時刻，
若煙民數字沒明顯下調，下一次的煙草稅很可能
大幅增加，為達至2025年的目標作準備。吸煙與
健康委員會多次重申，加稅後的煙草稅佔煙價比
例約67.7%，與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75%仍有落
差，因此奉勸各位煙民，與其繼續吸貴煙，不如
及早戒煙。

預算案有兩點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是在培育本
地人才方面投資不足，若只強調「搶人才」，很可
能令肥水外流，以及限制了本地優質職位的供應和
發展。政府宜制定有效措施，令人才技術本地化，
帶動本地的技術質量提升，以雙贏為目標。第二是
政府曾在去年財政預算案延長豁免或寬減34類政
府收費額外一年，其中包括小販牌照費用至2023年
9月30日，對小本經營者有很大幫助。可是由於小
商販面對的經營環境依然惡劣，難以受惠於消費券
的提振作用。因此，小販商戶都希望政府可豁免餘
下半年（本年10月至明年3月）的牌照費，以扶助
最基層的小商販渡過難關。

預算案首置減稅可紓緩上車壓力
郭偉强 立法會議員

◆要立德樹人，培育學生品德，增加對國情的認識並養成愛國
價值觀，教師的質素和專業水平不容忽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