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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电（记者丁乐）《粤
港澳六校关于加强教育交流合作的
备忘录》 日前在广州签署，来自粤
港澳的六所学校将在管理人员经验
交流、教师教学理念与方法分享、
学生交流与研讨、家长互访与观摩
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这是当天举行的 2018 粤港澳教
育合作论坛的成果之一。

这六所学校包括广东的实验中
学、执信中学，香港的神召会康乐
中学、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澳
门的镜平学校、教业中学。

三地教育界人士还以“培养拔
尖人才，打造一流湾区”为主题，
共商推动三地教育合作深化，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
会长林迪夫说，教育是粤港澳三地
发展与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工
程。培养与吸引高端人才，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将成为大湾
区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在三地教育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粤港澳教育合作稳步发
展，“粤港姊妹学校”“粤澳姊妹学
校”项目不断推进，粤港澳高校创
新创业联盟、粤港澳高校联盟相继
成立，三地师生的互访与交流日益
增加。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学习发展
分部首席助理秘书长李锦光说，香
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非常重视粤港澳
大湾区内的教育交流与协作，香港
有丰富国际交流经验、开放创新的
培养环境等优势，希望三地取长补
短，为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教
育厅厅长龚志明认为，人才培养还需要通过区域交
流互动创造更多机会，要加强信息沟通，资源共
享，达到互利共赢。在政府资助方面，目前“在粤
就读澳门学生学费津贴计划”已覆盖广东省的7个城
市，未来打算推广至广东省内所有城市。

林迪夫介绍，为了更好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
台，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正在筹备成立教育专
业委员会，致力于发挥三地民间和教育界的集合
力，推动三地教育合作不断深化，为大湾区建设做
好人才培养与储备。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日前出席活动，指出“中环
与西环行埋一齐几好 （中环与西环走在一起好啊） ”。
这句话，说出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他的共同
心声。对香港社会来说，这句话简单直白，亦生动形
象，更讲出了一个基本道理：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联办与
特区政府，应有高效互动、紧密合作，这是必要和有益的。

客观地讲，长期以来，中联办在香港社会的存在，
有一些神秘化的色彩。尽管中联办 （原新华社香港分
社） 代表中央政府驻港最高代表机构的身份，按照中央
赋予的职责开展工作已超过 70 年，但由于香港回归前
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回归后直辖于中央政府，一些香港市
民对中联办的认识并不充分，对它的地位、角色、功能
知之不详；有的人还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妖魔化它，
提出了“西环治港”的谬论，试图误导市民视听。这些
情况，需要理清；这些问题，亟待廓清。

国务院赋予香港中联办的职能共有5项：联系外交
公署和驻港部队；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港中
资机构；促进两地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
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处理有
关涉台事务；承办中央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五项职
能，均与香港社会息息相关，体现着中央政府驻港最高
代表机构的身份和地位；而中联办的实际运转，都是在
践行这些职能，从未缺位，也从未越位。

职责在身，决定了中联办在香港的存在是实体的、
具体的，是必然要与香港社会广泛发生联系，与特区政
府频繁、紧密互动和合作的。特别是香港回归 20 年

来，中联办为了“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为了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一心为国家、一手联系两地，发挥沟通
桥梁作用，为香港真情付出，在两地间热情摆渡，对促
进两地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深港通”“沪港
通”“债券通”以及最近国家刚刚出台的为香港同胞在
内地学习、就业、生活提供便利的政策措施，都有中联
办的推动和参与。

因为中联办的地位和角色，特区政府与之“企埋一
齐 （站在一起） ”并“行埋一齐”，再正常不过，属理
所当然。涉及国防、外交事宜，特区政府需要中联办联
系处理；涉及两地交流合作，特区政府需要中联办协助
推进；涉及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特区政府也需要中
联办向中央集中反馈。对中联办而言，确保特区政府履
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有义务
提供支撑；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义务提供支
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有义务提供
支援。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新的宪制秩序下，中联
办与特区政府各谋其政、各尽其责，又无间合作、勠力
同心，正彰显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伟大事业有
现实的强大生命力和坚实的体制基础。

毋庸讳言，目前有些人对中联办和特区政府之间的
正常互动，刻意歪曲、诬蔑，说什么“西环插手香港内
部事务”，似乎认为“中环”“西环”背道而驰才符合香
港利益；对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到中联办沟通两
地合作事宜，也作无端猜疑和攻击。如此“认识”，罔
顾基本道理和事实，可笑至甚。王志民日前在 《求是》

杂志撰文，指出“特别是对于基本法规定的属于特别行
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从不干预”。确实如此，
中联办按照中央赋予的职责，在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上一以贯之，在保障香港特区高
度自治权上一以贯之，在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上一
以贯之。它的使命明确、职责清晰，不容缺位，更不会
越位。

林郑月娥表示，与中联办合作为香港带来很大裨
益。王志民说，为香港、为国家，“中环”、“西环”以
后一定会做多点，一定要多“行埋一齐”。看得出，加
强互动合作已是两个方面共同的自觉。中共十九大报告
指出，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互利合作，制
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等。开展这
些工作，仍然需要两个方面共同继续努力；而两个方面
有机结合，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让香港的明天
更美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视察香港时说，“推动香港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繁荣发展，保持和谐稳定，需要我
们携手并进。”“中环西环行埋一齐”、两地“行埋一
齐”，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走向民族复兴
的路上有你有我，香港的明天能不更美好吗？！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打
造
人
才
高
地

走在一起，为香港为国家
张庆波

香 江 漫 笔

“如果不是你们，我也许还像个什么
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一样，不
懂得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军人风范……你
们教会我们坚毅，不放弃，不低头。我
知道在驻港部队还有着许许多多，秉承
着责任与荣耀，默默守护着香港的中国
军人！……”

这是一封由香港女孩黄逸晴写给驻
港部队的信，曾经参加过香港大学生军
事生活体验营的她在信中表达了对解放
军深深的爱、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
国家的赤子情怀，信件内容所流露出的
真挚情感令不少人动容。凭着这份热爱
与坚持，她如今已成为香港青少年军总
会的一名教官。

近日，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举行的
总部大楼开幕典礼暨三周年会庆上，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
民为与会者分享了这一内容，并鼓励大
家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
家”，传承和弘扬“爱国爱港、自强不
息、拼搏向上、灵活应变”的香港精
神，在新时代、好时代赢得更加出彩的
人生。

当天上午，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举行了演唱会歌、鼓
乐表演、团员宣誓礼，以及颁发各奖项
和教官委任状的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解放军驻港
部队副司令员田永江少将等出席大楼开
幕典礼。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指出，她无论是
在竞选期间，还是在担任行政长官后，
都很重视与青年同行，她对于香港青年
人充满信心、充满期盼。她表示，希望
每一位青年都能够被培育成为有国家意
识、有香港情怀、有世界视野，对社会
有承担的人。她表示，香港青少年军总
会作为一个成立仅 3 年的新制服团体，
今日的成绩得来不易。参观完总会大楼
的设施后，感觉非常好，虽然面积不是
很大，但有很多吸引青少年来培训的地
方。

“3 年前我和许多朋友一起见证了香
港青少年军总会的成立。当时同学们身
穿制服、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场景，
我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一名曾经当了 10
年解放军战士的老兵，我向青少年军大
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开
幕典礼上，王志民向与会者分享了他所
了解的关于香港青少年军的故事，并指
出青少年军总会能够在短短三年时间内
获得长足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顺应了国
家崛起的时代大势，融入了爱国爱家的
社会情感，更引领了融入国家的风气之
先。中联办会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香港
青少年军总会发展。

“青少年军是香港唯一以中式军事步
操为训练基础的自愿性制服团体，旨在
培养富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的香港青少
年。”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主席陈振彬表
示，总会将善用新大楼资源，加强青年
发展培训工作，以自信、自律、自强、
承担、领导、服务为宗旨，继续为青年
举办各项训练及活动，以培养青少年服
务香港、贡献国家，帮助青年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

17 岁的青少年军总会团员戴欣宇认
为，自己在总会两年学习了很多技巧，
也像是来到一个大家庭。虽然过程中会
感到辛苦，但也收获很多，尤其是让自
己学会坚持。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于 2015 年 1 月成
立，3年来学员人数不断上升，目前超过
800名。以空置学校改建的青少年军总会
大楼面积约 5000 多平方米，设有射击
场、内务训练场、健身房等设施。

无 惧 风 雨 赢 出 精 彩 人 生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大楼落成典礼侧记

瑞 安

图为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大楼开幕典礼。 中新社记者 徐冬冬摄

1月15日，“2018穗港金融合作推介会”在香港
举行，旨在推进穗港两地更高水平的深度合作，共
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发展高地。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广州在港举行金融业推介会

新华社香港1月16日电（记者周雪婷） 香港特
区立法会补选由16日起开始接受提名，提名期至29
日结束。此次补选将填补4个立法会议席空缺。若补
选议席有效提名候选人超过1名，则需在3月11日进
行投票选举。

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于2016年成立，由70名
议员组成，其中功能界别选举的议员有 35名，地方
选区选举的议员有 35 名。此次补选将填补的 4 个议
席空缺包括香港岛、九龙西和新界东3个地方选区各
一个议席，以及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
能界别一个议席。

特区政府选举事务处发言人日前表示，获提名
人士必须是年满 21岁的地方选区已登记选民，并且
在紧接提名前的3年内通常在香港居住。地方选区补
选的获提名人士须为没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
界功能界别补选则可接受非中国公民或拥有外国居
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递交提名。

地方选区补选的每位获提名人士必须最少得到
100名有关选区的已登记选民签署同意提名，而在每
份提名表格上签署的提名人不得超过200名。每名选
民只可就某一地方选区补选签署一份提名表格。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补选
的每位获提名人士必须得到 10名该界别的已登记选
民签署同意提名，而在每份提名表格上签署的提名
人不得超过 20名。每名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
境界功能界别选民只可就该功能界别补选签署一份
提名表格。

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
特区立法会补选会根据 《立法会条例》 及选举管理
委员会的相关规例。在接受提名时，就提名是否有
效或是否符合资格等情况，法例上均有所规定。在
收到提名后，选举主任会按照法例规定行使权力及
作出决定。

在2016年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
上，有 6 人未按特区法例规定宣誓，被法院先后取
消议员资格。此次补选的是 6 个空缺议席中的 4
个。另 2 个空缺议席因所涉及议员仍在上诉，而暂
未进行补选。

香港立法会补选开始接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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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升旗队总会“2018
年幼儿队伍周年检阅礼”近
日在香港举行。此次检阅礼
希望帮助在场幼儿队员及社
会大众加深认识升旗礼仪，
加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图为幼儿队伍旗手在国
旗下进行歌舞表演。

中新社记者
谢光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