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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和平發展打開大門搞建設
─郝鐵川就十八大報告答市民問

【本報訊】本報獲悉，近日中聯辦
宣文部郝鐵川部長與一部分市民座談了
十八大，並接受了市民的如下提問：
市民陳先生問：最近一個時期，南海不平
靜，釣魚島不平靜。但我看十八大報告對此好
像沒有什麼強硬態度，這是為什麼？

維護國家主權立場堅定
郝鐵川答：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這樣的：第
一，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等國家核心
利益的堅定立場是一以貫之的，是沒有絲毫動搖的。
十八大報告指出：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絕不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什麼是國家
主權？它是國家在國際法上所固有的獨立處理對內對
外事務的權力。主權不可分割，不可讓予。主權作為
國家的固有權利，表現為三個方面：對內的最高權、
對外的獨立權和防止侵略的自衛權。什麼是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是國家的基本利益，包括國民安全、領土
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信息安全等10個方
面的基本內容。什麼是國家發展？它主要指政治發展
、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生態建設等，歸
根結底是逐步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國
家的核心利益是任何人不可逾越的底線。新中國成立
以來，中國政府對這個底線守得非常牢，民間所說的
「毛主席使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是對
這一現實的真切反映。

【本報訊】實習記者朱永瀟
報道：香港大學建築學院社區項
目工作坊及總監──港大建築學
助理教授祈宜臻（見圖）將在一
月到海南島領取第三屆中國低碳
經濟國際論壇 「
中國低碳經濟傑
出創新機構」和 「
中國低碳傑出
創新人物」大獎。
祈宜臻解釋得獎原因， 「我
們的理念就是讓民眾成為城市發
展真正的受益者，讓最普通百姓的聲音發出來」。作為
一個依託香港大學優質學術資源的工作坊，港大建築學
院社區項目工作坊（簡稱CPW）是全港第一個以服務
社區為目標的非盈利學術組織。自2009年成立以來，工
作坊在兩岸四地多個計劃和項目中擔任 「
設計師」的角
色，提供關於保育、社區規劃、城市發展等多方面的意
見和建議，促進社區和城市的健康發展。

第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熱愛和平、追求和諧、
和平發展的悠久傳統。貧困落後時不對外侵略掠奪，
富裕強大時也不對外稱王稱霸。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早
年都有靠殖民地和戰爭發家致富的不太光彩的歷史，
中國則沒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成為當今世界經
濟總量排名第二的大國，沒侵略過別國一寸土地，沒
有掠奪過別國一分錢。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
，第一次會見外賓時便強調指出，我們的事業是向世
界開放學習的事業。關起門來搞建設不可能成功。我
們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動搖，不封閉，不僵
化，打開大門搞建設、辦事業。他還說，中國走的是
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不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
、我贏你輸的發展，對他國、對世界決不是挑戰和威
脅。中國決不會稱霸，決不搞擴張。只要了解中國歷
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習總書記的這番話是
淵源有自、擲地有聲的。
第三，中國絕不會允許任何力量損害國家的領土
完整的。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以堅持中國主權
、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為底線的，如果有人打破老
一輩領導人當年和有關國家達成的 「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共識，那是中國不能答應的。十八大報告指出
： 「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
。」有理、有利、有節是我們開展正義鬥爭所堅守的
原則。
據我所知，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姜瑜女士
對這些問題很有研究，你們可以向她請教，我說的和

中美合辦昆山杜克大學
▶武漢大學校
長 李 曉 紅（左）
與杜克大學校
長 Richard H.
Broadhead 簽
署《武漢大學與
杜克大學合作
諒解備忘錄》
【本報記者劉亞斌南京電】由美國杜克大學、中國
武漢大學、江蘇省昆山市政府共同創辦的昆山杜克大學
（籌）近日揭牌，開創中外合作辦學新模式。預期明年
招收首批五至六百名碩士學生。
昆山杜克大學（籌）校址位於昆山陽澄湖工業園區
，佔地面積220畝，總投資9.5億人民幣，包括教學樓、
學生宿舍、會議中心等在內的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將
於明年6月交付使用。
杜克大學校長Richard H. Broadhead介紹，昆山杜
克大學（籌）首批招生預計明年進行，人數約為
500-600人。其建設一期（第一個五年）重碩士學位
項目，本科課程與非學歷項目以及研究中心，前期以管
理學、醫學和物理學為主。該校將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
校長負責制，理事會中杜克大學擁有3個席位，昆山市
政府擁有兩個席位，武漢大學擁有兩個具有投票權的席
位及一個沒有投票權的席位。學校的課程將由杜克大學
教師、按照國際標準全球聘任的教師，以及武漢大學和
國內其他一流高校的教師講授。

全面掌握黨章基本內容
郝鐵川答：《中國共產黨章程》是我們治黨的
總章程，是我們黨內的 「憲法」。習近平總書記11月
16日在 「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一文中指出：
「要全面掌握黨章基本內容。黨章對黨的性質、宗旨
、指導思想、奮鬥綱領和重大方針政策作出了明確規
定，對黨員權利和義務作出了明確規定，對黨的制度
和各級黨組織的行為規範作出了明確規定，對黨的各
級領導幹部的基本條件作出了明確規定，對黨的紀律
作出了明確規定。」 「要嚴格遵守黨章各項規定。全
黨要牢固樹立黨章意識，真正把黨章作為加強
黨性修養的根本標準，作為指導黨的工作、黨
內活動、黨的建設的根本依據，把黨章各項
規定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各項事業中。
建立健全黨內制度體系，要以黨章為根本
依據；判斷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的表現，要以黨
章為基本標準；解決黨內矛盾，要以黨章為根本規則
。要加強對遵守黨章、執行黨章情況的督促檢查，對
黨章意識不強、不按黨章規定辦事的要及時提醒，對
嚴重違反黨章規定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全黨共同來維
護黨章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 「九」還是 「七」，都沒有違
反黨章，都是在黨章的許可範圍之內。中國共產黨是
按照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組織原則組織起來的統一整

中學生展出禁毒新衣
【本報訊】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舉辦2012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以軟性手法鼓勵年輕人身體力行
，對毒品說 「不」。比賽吸引全港52所學校的148支
設計團隊參與，冠軍由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獲得
。該活動是香港設計年的其中一項節目，獲教育局支
持。學校將會安排作品在不同社區的學校展出。
冠軍隊伍由兩位中五女生蔡巧然和胡倩儀，和
一位中三女生蕭倩欣組成。她們花了一個月時間，
設計出一件可同時展現 「吸毒」和 「新生」兩大主
題的時裝。 「以紅、黑色連身裙表現吸毒的危害。

促進社區的健康發展
為滿足社區項目特殊的需求和目標，社區項目工作
坊採用互動參與的辦法，使設計與社區要求保持同步。
「
每個項目我們都會充分地了解民眾意願，方式包括諮
詢、討論和問卷調查等等，有時諮詢範圍很大，是件辛
苦的工作」，義務留在工作坊做全職工作的劉驍說，雖
然固定的工作人員只有四五位，但工作坊從來不缺各方
面的幫手， 「
教授、學生還有社區的人員，都參與進來
，也都能從中找到樂趣。」
劉驍介紹，自工作坊成立以來，陸續有近兩百名來
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參與項目的設計和實踐，如去
年的 「
大澳棚屋修復計劃」中，學生們走出象牙塔，親
身參與到市民屋宇修建的過程，鍛煉了與社區的互動能
力，豐富了實踐經歷。
「實際的研究和天馬行空的設計想像，我們都盡力
為之」
，祈宜臻說，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之前的努力
也漸顯成效，如上環的救恩堂文物群，在他們設計下，
開始了翻新工作，觀塘舊工業大廈改造項目也正在設計
規劃中，預計明年2月會有最後結果。她表示作為一個
中立的學術團體，CPW會盡量平衡各方的聲音，讓所
有的項目規劃不僅僅是學術成果，也能真正奉獻社會。
「
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需要政府和大眾的共同參
與」，祈女士說，明年3月將會在國際知名展覽 「WE
OWN THE CITY」中展出工作坊的部分成果，也期
待更多的民眾了解他們的工作，加入到自己家園的設計
與建設中。

市民張女士問：中央常委由 「九」 變 「七
」 ，王岐山是個經濟行家，卻讓他去搞紀委工
作，這正常嗎？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的三人設計團隊，利
用變裝技巧，贏得2012禁毒時裝設計比賽冠軍
政府新聞處照片

」蔡巧然解釋： 「我們在裙子上釘上了很多閃閃發
光的窩釘和閃石，比喻毒品的外表美麗，容易令人
迷。但實際上同窩釘和閃石鋒利易刮傷一樣，容
易令人遍體鱗傷。」
為表現兩大主題的轉變，團隊巧妙使用雙面布料
和雙面設計。蔡巧然說： 「變裝後的粉藍色，給人舒
服的感覺，下半身配上色彩繽紛的蝴蝶配飾，象徵年
輕人脫離毒品後，就如蝴蝶般破繭重生。」
要完成兩大主題轉變，關鍵還在於中三模特兒蕭
倩欣在 「
行天橋」過程中，靠裙裝腰間隱藏的一個魔
術貼，在數秒間將 「新生」主題衣裝展現出來，從而
快速完成 「
變裝任務」。
全場唯一取得第三名和最佳演繹獎兩個獎項的聖
保祿中學六人團隊當中，五人是中二學生。負責構思
設計概念的陳泳茵，由電視劇中女主角一句： 「
我是
一隻籠中鳥！」獲得靈感。她覺得 「
籠中鳥」，與沉
淪毒品的青少年十分相似。為觀察青少年喜愛的衣飾
，她們專門走入銅鑼灣鬧市。最後決定以黑白為主色
調，配上羽毛和蕾絲，設計出時尚背心和短裙。為營
造鳥籠效果，隊員利用環保概念，號召同學回收家中
廢舊黑色電線，用來編織鳥籠狀的斗篷。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今年踏入第三屆，扶幼會許
仲繩紀念學校校長黃仲夫稱讚參賽者盡展心思，每
件作品都能緊扣主題。他表示，正安排將這些作品
在不同社區的學校展出，以提高年輕一代對毒品陷
阱的警覺。

▲郝鐵川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熱愛和平、追求
和諧、和平發展的悠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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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凡屬黨內重大問題都是按照 「集體領導、民主集
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組織集體討
論作出決定的。因此，您提問題是正常的，您提問題
涉及的那些內容也是正常的。
對不起，我現在要去趕乘飛機出差，今天只能交
流到這兒。謝謝大家！

復旦管院獲歐洲五年期認證

港大助理教授獲低碳傑出獎

她如果有差異的話，以她說的為準。

向世界開放學習的事業

▲圖右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電】復旦大學管理學
院公布，接獲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FMD）
通知，成功通過EQUIS再認證，獲授予五年
期認證。由此，該院成為中國大陸首家取得
EQUIS五年認證的大學商學院。
EQUIS（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是由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洲
管 理 發 展 基 金 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FMD）所 開 展 的
國際性商學院質量認證體系，也是歐洲最嚴格
的質量認證體系。自1997年創立至今，共有39
個國家和地區的141所商學院獲得認證。中國
大陸共有包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
大學、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復旦
大學在內的8家管理學院獲得認證，復旦管院
是唯一獲得五年有效期認證的學院。
復旦管院院長陸雄文教授表示，未來十年MBA、
EMBA 項 目 仍 要 大 發 展 、 大 投 入 。 美 國 目 前 每 年 有
17-18萬的MBA及EMBA學員，而中國只有5萬不到，
目前學員規模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

跨境學童1.6萬迫爆
北區
數字急升27% 幼稚園小學告急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港深
跨境學童人數持續攀升，北區幼稚園及
小學學額告急。教育局最新數字顯示，
本學年跨境中、小、幼學生總數達1.6
萬，較11/12學年急升27%。其中，幼
稚園及小學生數字急升約30%， 「迫爆
」鄰近邊境的北區學校，有幼稚園校長
坦言，已將 「全日轉半日制」增加學額
，但因校舍容量及配套問題，相信區內
幼稚園難再吸納跨境生，部分跨境生甚
至遠赴青衣及東涌求學。
統計處數據顯示，從2006年到2011
年，本港出生人口由6.6萬人大增45%至
9.5萬人，當中大部分來自 「雙非」，
即父母皆非本港居民。教育局2007年推
行學券制，不少幼稚園在扣除學券後達
至零學費，激發內地家長安排子女來港
讀幼稚園。以09年為例，全年有逾8.2
萬名嬰兒出生，當中有2.98萬名父母均
不是港人，這批 「雙非」孩童正是本學
年入讀幼稚園。根據教育局最新數字，

今年跨境幼稚園學生人數高達7454人，
佔跨境生總數的45%，較11/12學年增
加逾30%，即1740多人，與07/08學年
的1456人相比大增4倍。（見附表）

跨境幼稚園學生7454人
北區學額不足問題越來越嚴重，上
水培幼幼稚園校監蔡雯兒表示，跨境及
雙非童湧入，近一兩年已出現北區學校
學額緊絀的情況，以該校為例，將 「全
日制轉半日」騰出空間可吸納半日制學
生，但若未來人數仍持續急升，單靠現
時幼稚園數目、配套，相信無法負荷。
另外，隨深圳灣口岸更多人使用，新
界西成為跨境童就學新熱點，亦計劃於
屯門或天水圍開辦幼兒學校，紓緩學額
不足問題。
除鄰近邊境的北區、元朗及屯門等
地區，近年跨境童前往沙田、荃灣等區
上學有上升趨勢，根據教育局數字，前
往沙田、荃灣和葵青區的跨境學童由

09/10學年的32人增至11/12學年的97人
，本學年更首次有跨境童赴距離邊境口
岸較遠的大嶼山東涌求學。至於去年香
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在深圳羅湖地鐵站舉
行 「跨境學童香港教育展」，亦有東涌
幼稚園到場招生，當時校方表示福田口
岸離東涌只有35分鐘車程，毋須擔心學
童回校問題。

新界西成就學新熱點
蔡雯兒指出，跨境學童迫爆上水
，部分學生需分流到大埔、馬鞍山或
其他地區求學，但建議家長選校時應

11/12學年跨區
學童分區數字

學年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總數

7,454 6,749 2,153 16,356

11/12

5,708 5,276 1,881 12,865

10/11

3,786 4,575 1,538

9,899

09/10

2,681 4,090 1,267

8,038

97

08/09

1,780 3,910 1,078

6,768

未有數據

07/08

1,456 3,466

5,859

9037

大埔

600

元朗

1891

屯門

1240

東涌

跨境學童人數
12/13

北區

沙田、荃灣及葵青區

留意學校對跨境生的交通配套，是否
提供 「點對點」接送校車等支援，避
免學童 「跨境又跨區」，車程更長將
會更為辛苦。
跨境學童浪潮迅速蔓延，但小學學
額不足問題一直困擾北區。資料顯示，
本學年的跨境小學生有6749人，較去年
增加約27%，即1473人。身兼北區小學
校長會主席的陳紹鴻預料，短期內 「雙
非」、跨境學生人數將持續增加，北區
學額競爭將比去年激烈，擔心北區學生
或被派至沙田或馬鞍山的小學，期望教
育局盡快商討對策。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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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

北區將建新小學紓困

▲本學年跨境中、小、幼學生總數達1.6萬，較11/12學年急升27%，部分跨
境生甚至遠赴青衣及東涌求學
資料圖片

【本報訊】跨境學童問題近年困擾
北區，教育局正研究短期措施，紓緩小
學學額不足，包括於四間村校增建課室
或將特別室改建成課室、增加北區每班
派位人數、興建一間小學，以及呼籲跨
境學童分流至大埔、元朗等其他地區上
學等。
教育局在北區的打鼓嶺嶺英公立學
校、東莞學校、山咀公立學校及金錢村
何東學校四間村校，正增建課室，或將

特別室改建成課室，有關設計經已完成
，現正進行地基工程招標工作，預計明
年初動工，以期在13/14學年前落成。
另一方面，北區將增建一間全新小學，
預料最快2016年落成啟用。初步構思，
會優先讓現時已於北區營運公營學校的
辦學團體，同時兼營新建學校，以便數
年之後小一適齡學童人口下降時，辦學
團體亦能將舊校舍學生合併到新校舍內
，並將舊校舍交還予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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