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推動與香港行業龍頭和招商平台單位在醫
藥生產、醫藥研發、保健品產銷、企業融資上市
等方面的項目合作，吉林省通化市市長田玉林日
前帶領通化市經貿代表團來港在醫藥、保健品、
食品、旅遊產業等方面開展專題招商活動。

此次通化市赴港招商推介，將拜訪華潤集團
、豪德集團、香港中藥業協會等機構，重點推動
雙方在醫藥企業併購、金融合作、邊境經濟合作
區等項目建設方面取得突破。

簽6項優勢產業項目合作協議
通化市22日在港舉辦新型城鎮化建設優勢產

業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會上，共簽訂6項協
議，包括通化醫藥高新區還與華潤燃氣集團簽訂
的燃氣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和5個合同項目，投資
總額19.4億元，引進域外和國外資金19.21億元，
分別為：華潤醫藥物流園區項目（東昌區）、美
寶食品項目（二道江區）、年產100萬件服裝加
工項目（輝南縣）和投資管理諮詢項目（梅河口
市）等。

通化市位於吉林省東南部長白山區，地處東
北亞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腹心地帶，與長春
、瀋陽、丹東等城市的產業配套半徑均在200公
里左右。通化市是東北東部大通道的重要樞紐和

物流集散地，是吉林省距出海口最近的出海前沿
和面向朝鮮半島的出關前沿。

靈山秀水新通化
近年來，通化市力抓項目、興產業、惠民

生、促發展，經濟實力顯著增強。 「十二五」時
期，通化將形成高速公路、鐵路、空港、陸港交
匯的現代化交通體系，成為吉林省近海開放的前
沿門戶城市。

通化自然資源得天獨厚，有 「綠色立體資源
寶庫」之稱，人參產量佔全國的26%，已查明的
藥物資源1100多種，綠色食品資源190餘種，礦
產資源85種，活立木蓄積量7000萬立方米。

通化市旅遊資源涵蓋歷史古蹟、鴨綠江風情
、生態景觀、冬季冰雪、紅色旅遊、鐘乳溶洞、
工農業旅遊示範點等諸多範疇。全市有各類文物
遺跡802處，有各級文物遺址115處，國家森林公
園6處。集安市42處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
葬等文物古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12年，通化市共接待國內外遊客687萬人
次，實現旅遊總收入68.9億元。當前，通化市正
在策劃打造集滑雪、賽事、度假、溫泉、休閒娛
樂、旅遊地產為一體的綜合性四季旅遊度假綜合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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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社企Green Monday
於本學年與午膳供應商合作推行 「無綠不歡星期一」校
園午餐計劃，逢周一為中小學提供素食午餐。現時，已
有約500間學校參加計劃，35萬中小學生可透過17間全
港主要午膳供應商訂購素食午餐飯盒，其中145間學校
的素食訂餐率更超過90%，昨日獲Green Monday頒發學
校獎勵計劃金獎。

適逢昨日是世界地球日及Green Monday成立一周
年的日子，Green Monday於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
沙灣）舉行 「愛地球Go Green Monday 4．22全城無綠
不歡」典禮，宣布 「無綠不歡星期一」暨校園午餐計劃
學校獎勵計劃的得獎結果。參加計劃的學校約500間，
355間學校的素食訂餐率超過50%，其中145間的素食訂
餐率更超過90%，獲頒發金獎。

少吃肉類有益健康
協和小學（長沙灣）獲金獎。校長蔡世鴻稱，校方

以教學配合午餐計劃，教學生環保知識，推動綠化，希
望學生從小就擁有環保概念。校方將於6月動工建造綠

化天台，讓學生及家長一同種植植物，打造綠色校園。
主禮嘉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致詞表示，少吃肉類

對健康有益，並可以減低碳排放，紓緩全球暖化。
Green Monday聯合創辦人楊大偉指出，若全香港700萬
人每周茹素一天，一年累積可減排二氧化碳150萬噸，
相等於逾6500萬棵樹一年內的碳吸收量。他呼籲香港人
調節飲食習慣，每周素食一天，實踐綠色生活。根據
Green Monday資料，現時有35萬學生可以在星期一選
擇素食午餐，以過去一月約四成素食訂餐率粗略估計，
一年可減二氧化碳19000噸，相等於83萬棵樹一年內的
碳吸收量。

極地專家李樂詩憶述，她20多年前首次到北極時破
冰船只能到達北緯74度，2010年破冰船已能到達北緯88
度，且看到不少北極熊沒有 「立冰之地」，反映全球暖
化令北極融冰日益嚴重，呼籲全香港人一起對抗全球暖
化。

為喚起香港人對全球暖化的關注，Green Monday
與康宏金融集團組成七男一女的香港隊參加4月9日的北
極馬拉松，並於賽後考察極地環境。

港生奪全國文學之星獎
逾3000萬人參賽 評委讚思想深刻

145學校九成學生周一素食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15804名考生報考的
文憑試物理科昨日開考。有資深物理老師指出，本年試
卷的深淺程度與去年相若，考核內容廣泛而均勻，題目
分數分布則較去年平均。其中，卷一乙部有題目要求考
生利用所提供儀器設計一個實驗，料會考起不少考生，
而類似題目相信在將來考試會再度出現。

香港華仁書院物理科老師黃志強認為，卷一甲部多
項選擇題覆蓋課程內容與去年相似，六成題目考核運算
，四成考核概念。卷一乙部題目分數的分布較去年平均
，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利用所提供儀器設計一個實驗，當
中如何在實驗中運用一條粗糙長紙帶的要求，料會考起
不少考生，考生要靈活思考及對物理學有較深認識才能
過關。黃志強指出，去屆文憑試亦有這類描述實驗的題
目，相信將來考試會繼續出現。他分析，力學在卷一乙
部所佔比重明顯較去年多，一些考核電與磁的題目亦涉
及力學，考生可多加注意。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港
大學生會換屆亂局未止，新任學生會
會長鄧日朗及行政現秘書羅雋昨以香
港大學學生會名義向活動經理林嘉駿
發出解僱信，林嘉駿拒絕接受，聲稱
只承認遭罷免的評議會主席譚振聲為
僱主，並以學生會名義發電郵質疑現
屆學生會補選造假，又揚言港大學生
事務長周偉立欲控告學生會人員，但
被港大校方否認。

鄧日朗及羅雋昨早向林嘉駿發解
僱信，並即時將林請離學生會辦公室

，但林嘉駿拒絕接受，一再表示不承
認現屆幹事，只承認已遭罷免的評議
會主席譚振聲為僱主。雙方擾攘近兩
小時。

學生會會長鄧日朗反駁，譚振聲
的任期已屆滿，現有學生會是由超過
2千名學生選出來，具合法性。他又
說，林嘉駿曾於1月和4月未經批准下
自行放假，已屬曠工及瀆職。

港大發言人回應，校方一直希望
兩方學生解決問題，並無打算控告學
生。

【本報訊】立法會《2013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昨日選出議員何秀蘭出任主席，委員則包括議
員張宇人、李慧、馬逢國、陳家洛、陳婉嫻、黃碧雲
及葉建源。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教育條例》及其附屬
法例，以保障破產的公積金成員在根據該條例維持的公
積金中的收益。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為促進內地與香港
特殊教育的發展，匡智會獲豐銀行慈善基金資助逾30
萬元，再度舉辦 「內地與香港智障教育交流會2013」，
並邀請37名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等18個省市的

特殊教育工作者來港，就大會主題 「多元學習策略
」與匡智會13所屬校互相學習，分享教學經驗。

「內地與香港智障教育交流會」為期5日，昨早於
香港科學園舉行開幕禮，大會隨即於下午舉行 「高參

與教室：照顧個別差異的多元化教育策略」
專題講座，以提升兩地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專
業水平。交流會舉行期間，內地特殊教育工
作者將會前往匡智會屬校作 「影隨教學」活
動，了解師生在校內學習及教授的情況，從
而認識兩地特殊教育的發展模式，最後再透
過小組討論匯報是次交流會的得及成果。

出席開幕禮的包括豐慈善基金秘書黃
彬，國家教育部特殊教育處長周德茂，中聯
辦教科部王新立處長，教育局特殊教育總課
程發展主任黃啟鴻，匡智會主席楊重光和副
主席潘展聰。

【本報訊】《審計報告》早前揭發學券幼稚園雜費
高昂，教育工作者聯會認為雜費高昂源於政府對幼教的
投入不足，不應將矛頭指向幼稚園。該會稱，有37%學
券幼稚園錄得淨虧損，唯有收取雜費補貼營運成本，政
府應檢討學費上限，讓幼稚園機構合理地運用資源來應
付營運開支的增加。

此外，《審計報告》顯示參與學券的幼稚園呈下降
趨勢，由07/08學年的768所減少至12/13學年的735所，
學童參與率則由86%下跌至79%。教聯會促請政府在未
落實免費幼兒教育前，逐步增加幼稚園經費，立即加大
半日制學校的學券面值50%至26,265元，全日制學校學
券則加大2/3至29,180元，並即時加大參與學券計劃的
幼稚園學費上限至3萬元，既紓緩現時幼稚園資源不足
的問題，亦讓更多家長即時受惠於免費幼兒教育。

【本報訊】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補考通識科昨日
開考，兩個單元分別為 「香港研究」及 「科學：技術與
社會」，部分題目涉及敏感議題，包括國民教育及警權
是否過大等。

「香港研究」的試題中問及2012年立法會選舉、議
席的分布數據，香港前途及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看法等，
亦有一條問考生對新高中課程看法，對香港持續發展是
否有幫助，以及免費報章對報業的影響等。 「香港研究
」乙部分的問題包括國民教育，並附有一幅漫畫，要求
考生詮釋當中內容，例如國教應否在港推行；另有有關
警權的題目，附帶一幅兩名警員手持滅聲筒噴向記者的
漫畫，亦有題目問及自由行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

每年一度的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參賽中學生逾3000萬人。本屆大賽
，來自全國20多個賽區的162名選手進
入決賽，經過現場作文、文學綜合常識
、口語表達、演講等一系列綜合考試，
共有20人分別獲得初中組和高中組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 「恒源祥文學之星」稱
號。

吳思祺《管住你的嘴》呼籲慎言慎
思明辨，獲評委余非激讚。余非的評語
是：全文把題目剖得很透，思想有深刻
處；文中的人情道理尤其到位，反映作
者思想成熟，不淺薄。 「看此文，像聽
一位年輕人娓娓地細道生活智慧；讀起
來，稱心、舒服」。

評委讚視野開闊
「卷子都是密封的，但是一眼就能

看出香港學生的卷子。」大賽命題委員
會委員、評委會評委吳樂平表示，香港
參賽者一手線條講究的繁體字與眾不同
，這些學生的綜合素質相對較高，他們
對中國文字的使用能力很強，對語言的
追求比較講究，文章內容的視野比內地

孩子開闊。
該項賽事香港賽區籌委會主席林沛

德介紹，在香港有200所學校、十多萬
學生參與這次大賽，能夠加強香港和內
地的交流。通過參觀周恩來、鄧穎超紀
念館，遊覽海河、五大道等活動，能夠
讓學生實地觀察，客觀了解內地變化，
了解國家歷史，這對提高學生道德水準
、對提升國民教育有很大幫助。

「天津的橋那麼多，小洋樓很有特
色，人很漂亮，但是這邊太冷了，我們
hold不住。」進入決賽的七位香港學生
在賽後都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在採訪
中告訴記者，以前從未到過天津，非常
喜歡天津的人文景觀，認識了許多內地
朋友，加深了對內地同學的了解，通過
這次比賽，對文學創作更有動力。

對文學創作更有動力
該賽事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

員會、全國婦聯兒童中心和中國少年兒
童報刊工作者協會中學報刊專業委員會
共同主辦，恒源祥（集團）有限公司協
辦，全國80多家中學報刊承辦，並由中

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浙
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香港大學等20
多所全國著名大學提供支持。

本屆大賽以 「播種習慣，收穫命運
」為總主題，引導學生關注當代社會青
少年人生觀、價值觀與傳統文化的碰撞
。自2012年9月開始，本屆大賽以全國
22個省區市為賽區進行初賽選拔，每個

賽區的優勝者共計2000多人進入了全國
初評、複評階段。

在本屆大賽頒獎典禮上，組委會將
會旗移交給下一屆的承辦方成都代表團
，屆時將圍繞 「中國夢」這一主題在中
學生中展開。

林沛德透露，香港賽區頒獎禮定於
五月十一日假中央圖書館舉行。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2012～2013）總決賽暨 「恒源祥文學
之星」 頒獎禮於21日在天津舉行。香港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女生吳
思祺憑《管住你的嘴》摘獲高中組 「恒源祥文學之星」 ，香港培正
中學陸文妤以《學會欣賞》獲得初中組 「恒源祥文學之星」 的提名
獎。 【本報實習記者胡衛娜、王濤天津二十二日電】

37%學券幼稚園錄得虧損

港大學生會炒經理掀風波
【本報訊】回應上周公布的新高中

課程檢討報告，教育評議會要求全面取
消各科校本評核，該會歡迎擱置數學、
企會財、體育三科的校本評核，同時要
求公布怎樣擱置未實施校評的其餘九科
。該會又主張企會財分拆為會計及企業
與財務兩科。

課程發展議會、教育局和考評局上
周發表新高中課程與評核檢討報告，教
評會昨天發表聲明，針對校本評核提出
兩對策，即全面取消或校本自決是否參
與。該會要求精簡中、英語文科文憑試

考卷數目，紓緩通識科教、學、評的壓
力。同時，正視文憑試大多數科目評核
第五級或以上成績（5至5**）學生比例
（相對中學會考）大幅減少的現象。教
評會又要求改善現行中學班師比例，包
括初中及高中階段班師比例劃一為1：2
或以上，使學校能有較多資源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同時推行中學中班（每班不
多於30人）教學，而收錄成績稍遜學生
比例較多學校則施行小班（25人）教學
。該會同時呼籲增加大學學位，讓達到
升大學門檻的學生有修讀大學的機會。

港辦兩地特殊教育交流會

高考通識又涉政治議題

物理科描述實驗難倒考生

教評促全面取消校本評核

▶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左
六）、 Green
Monday聯合創
辦人楊大偉（
右四）、環境
局副局長陸恭
蕙（右三）為
典禮擔任主禮
嘉賓

◀為期5日的「內地與香港智障教育交流會」
，昨早於香港科學園舉行開幕典禮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代表團，右三為吳思祺，右二為陸文妤
實習記者王濤攝

教育條例委員會選出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