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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國家網信辦 直抒胸臆提問題

港生關注互聯網創業機遇
訪政經文化中心 提升民族自豪感

60港星遊學京城識國情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在整個參訪行程中，最為神秘也
最讓港生期待的目的地之一便是解放
軍三軍儀仗隊。14日， 「未來之星」
學員們在儀仗隊駐地，不僅親見了儀
仗隊帥氣震撼的表演，還親自 「上陣
」受訓，當了一次 「儀仗兵」。參訪
活動結束後港生們表示，被軍人們吃
苦耐勞的精神所感染，今後將始終以
解放軍的精神激勵自己。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
隊是解放軍唯一一支專門擔負國家外
事活動儀仗司禮任務的部隊，代表着
三軍的形象與國家的尊嚴。151人的

三軍儀仗隊用來迎接外國國家首腦；
127人的三軍儀仗隊用來迎接外國軍
隊高級將領；101人的單軍種儀仗隊
用來迎接外國軍隊單軍種司令。這次
港生們 「享受」了最高級別的待遇。

參觀活動結束後，儀仗隊邀請港
生們體驗一把 「儀仗兵」真實的訓練
生活。港生們七八人一組，接受正步
、踢腿等專業訓練。香港城市大學的
蘇蘇告訴大公報，真沒想到解放軍日
常的訓練這麼辛苦，自己這一次一定
會把中國軍人的精神牢記在心，以便
在未來學習生活中遇到困難時鞭策自
己。

上陣訓練 感受儀仗兵辛苦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在本屆國情班開班首日，學員們
就來到參訪第一站─中國外交部。
港生們現場聆聽了外交部例行發布會
。在當日的發布會上，外交部發言人
陸慷就中國南海問題、美國遭遇恐襲
等問題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面對記
者連珠炮似的提問，陸慷應對自如、
流利作答。場下港生們紛紛悄聲讚嘆
。發布會結束後，陸慷與港生們進行
了簡短而親切的交流並合影留念。陸

慷表示歡迎香港學子經常來外交部，
港生們亦興奮地予以回應。有傳媒專
業學生表示，此次參訪活動令自己更
加篤定成為一名記者的職業理想。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二年級學生劉
曉鵬告訴大公報，這次參訪行程，最
期待的就是來到外交部，看一看新聞
發言人的工作狀態。劉曉鵬說，在現
場看到眾多外國記者那麼關心中國的
話題，以及發言人過硬的知識與應對
能力，都讓他對國家感到非常自豪。

陸慷：歡迎港學子常來外交部

2016年 「未來之星」 香港傳媒專業
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互聯網＋主題團」
，於6月13日至19日在北京展開 「遊學
」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等高校約60名傳媒專業大學
生，先後參訪了中國外交部、國家網信
辦、中關村以及長城、故宮等地。談及
對此次活動的感受，港生們表示此行極
大地增進了對祖國內地的了解，提升了
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本次活動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未來之星」
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大學承辦。

為深入了解內地近年來風起雲湧的互聯網發
展風潮，本次國情班特定名為 「互聯網＋主題團
」。在一周的參訪行程中，除了外交部、網信辦
等政府辦公要地，以及長城、故宮等文化地標外
，香港學子還參訪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展
示中心、騰訊以及今日頭條等互聯網企業。此外
，主辦方還邀請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
教師為港生授課，主題涵蓋互聯網與國家安全、
香港基本法與 「一國兩制」、互聯網時代青年人
的使命感、互聯網創新等。

冀港生爭當網絡時代弄潮兒
國家網信辦傳播局副局長陳雲峰在開班儀式

上對港生們說，香港擁有發達的傳媒業及開放的
社會氛圍，面對互聯網浪潮，借助香港得天獨厚
的條件，香港青年具有很多優勢，應該爭當網絡
時代的弄潮兒。

在結業式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巴
平措為港生們頒發結業證書。他指出，希望港青
更多了解 「一國兩制」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之間的內在聯繫
，從而成長為具有民族自豪感、國家歸屬感和社
會責任感的一代新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長、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團主席、 「互聯
網＋主題團」榮譽團長姜在忠在結業致辭時表示
，希望同學們回港後，能將此行所感所見告訴更
多同齡人，帶動更多香港青年一同來內地參觀、
交流，認識更多朋友。

踏萬里長城 憶中華歷史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二年級學生劉曉鵬表示，

「通過此次活動，自己對國情有了更深入直接的
了解。而參訪網信辦讓我獲益最多，我了解了互
聯網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也了解了國家互聯
網戰略的發展方向。」香港教育大學四年級生李
頔則對遊覽長城印象深刻， 「第一次來到北京，
親自踏上萬里長城，冒雨遠眺長城內外，讓我想
起我們引以為傲的五千年歷史，以及國家對於香
港發展的鼎力支持，我真心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感到自豪。」

外交部未來之星北京行參訪地點
（記者張寶峰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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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着互聯網應用的普及，中
國在一個個領域實現 「彎道超車」 ，有
經濟學家將互聯網稱為 「上帝送給中國
最好的禮物」 。為了讓香港大學生感受
內地風起雲湧的互聯網發展風潮，6月15
日，本屆 「未來之星」 國情班成員參訪
了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並與網信辦
多位負責人就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熱門話
題進行交流。網信辦副主任徐麟認為，
港生思維活躍，敢於直抒胸臆，提出問
題。港生則表示，網信辦領導直面問題
坦誠作答的風格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在座談會上，港生們就香港在發展互聯網金
融方面該如何向內地取經、內地如何在發展互聯
網的同時保障網民隱私、香港應該如何借鑒內地
成功的網絡管理經驗等問題向網信辦副主任徐麟
提問。

徐麟表示，因為網絡安全涉及意識形態安全
、數據安全、內容安全等多種安全要素，所以內
地非常重視互聯網安全。比如對顛覆國家、散布
恐怖主義、暴力及極端宗教等行為，對網絡詐騙
、假貨推銷、色情等內容，肯定要加以管理。

內企看好港生多重優勢
針對香港青年該如何利用國家提供的平台與

機會開展創新創業問題，徐麟回應說，香港大學
生如果畢業後有志於來內地創業，他們是擁有獨
特優勢的。在 「一國兩制」之下，港生的國際化
程度、語言能力、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理解都是明
顯的優勢。因此，內地企業也都看好香港學生。

另外，還有港生提問Google、Facebook等互
聯網外企何時可以進入內地。徐麟明確地表示，
內地互聯網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但互聯網
外企進入內地，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並不能損害中
國的國家利益。

有港生提出，因為沒有內地銀行帳戶，在香
港很難用淘寶買到東西。徐麟表示，除了銀行帳
戶的問題外，物流也是影響淘寶在港發展網店的
原因。他還說，網信辦將與有關方面積極溝通，
將港生們的願望傳達給他們。

網信辦坦誠作答贏讚賞
在問答環節結束後，徐麟還系統介紹了國家

互聯網發展的有關情況。
對於整場交流活動，徐麟表示，港生們思維

活躍，對內地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興
趣濃厚，也敢於直抒胸臆，提出問題。

港生們同時表示，網信辦領導思想解放、直
面問題、坦誠作答的風格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網信辦領導對於網絡專業問題的熟悉程
度及作答過程中體現出的國際化視野，都令人讚
嘆。

網信辦今日
頭條中關村

首都
博物館

透過這次活動，令我對
國情有更深入了解。如
參訪網信辦，就令我了
解到國家互聯網戰略的
發展方向。

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
劉曉鵬在京期間，港生們不僅參觀了首都博物館、京城茶葉一條街馬連道等，還體驗了

抖空竹、彩繪臉譜、北京彩塑畫兔爺等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在首都博物館，共計300餘組件從南昌漢代海昏侯墓中發掘的

珍貴文物，將一幅大致的漢代生活圖景呈現在港生面前。
香港公開大學的鄒燕婷表示，她看到了兩岸熱播劇
《琅琊榜》中出現過的 「銅壺滴漏」，在她看
來，兩千年前的古人用滴水來計時，可以
說是很奇妙也很偉大的想法。

（記者 張帥）

中傳志願者：
期待下屆未來之星

作為 「未來之星」參訪活動志願者代
表，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張家銘告訴大公報

，港生身上那種自由多元的精神氣質非常值得內地
學生學習。幾日相處，兩地學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張家銘說， 「參訪結束後，明顯感覺到港生們對內地有
了更全面的了解，尤其對內地 『互聯網＋』發展風潮有了全新的
認識。通過親身經歷，他們所認識的內地再也不是別人口中或自
己想像中的內地了。」張家銘表示，現在最期待的就是下一屆 「
未來之星」的早日到來。 （記者 張寶峰）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6月17日上午， 「未來之星」的
學員們來到了素有 「中國硅谷」之稱
的中關村，港生們先後參觀了中關村
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展示中心、中關
村創業大街以及36氪等有代表性的創
業企業。參觀過程中，港生們不僅零
距離接觸了諸多內地頂尖的高科技產
品，更被中關村地區濃厚的創業氛圍
所感染。

中關村每天都會誕生許多新企業
，成為年輕人實現夢想的最佳搖籃之
一。在參觀過程中，聯想、小米等新
老雙創名企的高科技產品繽紛亮相，
令港生們目不暇接。可以應用在冰箱
上的超級智能的 「冰箱門」、外形炫
酷的凌雲概念車等紛紛吸引了港生的
注意力。

參觀完產品，港生們又來到林立
着各色雙創企業及孵化器的中關村創
業大街，濃郁的創新創業氣氛讓同學
們深受感染。來自香港大學的高爾貝
娜表示，這條大街非常像美國的硅谷

，它能給那些創業家提供各種幫助，
讓大家在一起交流學習，這種理念這
裏營造了濃郁的創新創業氛圍。

探中國硅谷體驗高科技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今年「未來之星」國情班圍繞 「互聯
網＋」主題，安排港生參訪著名內地
互聯網企業，包括騰訊和今日頭條。

在騰訊公司，港生們先後參觀了
演播廳、視頻製作室，並了解了公司
的產業鏈條和發展戰略。香港大學的
高同學稱，以前就聽說過內地有BAT
三大巨頭，這次實地探訪，更加真切
感受到騰訊的超級產業鏈。 「他們既
有微信、QQ這樣的社交軟件，還有
自己的視頻和新聞網站。相比之下，
香港甚少這樣集多元產業於一體的互
聯網公司。」

今日頭條的創始人張一鳴出生於
1983年，是典型的 「80後」，在鼓勵
創新的社會背景下，年紀輕輕便能有
如此作為，令不少港生歆羨內地青年
人的廣闊發展空間。

不少港生在參觀後，向騰訊和今
日頭條的相關負責人 「討要」郵箱，
欲了解更多情況並有意應聘加入內地
新媒體公司，而內地互聯網企業積極
回應香港學生。張一鳴就對參觀今日
頭條的學生表示，對新媒體感興趣的
香港青年，不僅可以選擇今日頭條香
港研發中心，也歡迎到內地今日頭條
總部工作。

今日頭條誠邀港生加盟

花
絮

學歷史悉典故點讚民族文化
站在本次文化體驗活動第一站萬里長城前，有港生不禁吟出 「望長城內外，惟

余莽莽」的詩句。八達嶺長城部分幾近八十度直上直下的路段雖 「嚇」得
不少港生多次發出 「好陡好險」的驚叫，但在雨中成功登上最高

處的他們表示，離開象牙塔之後的事業路途，亦要如登
長城一樣勇往直前。當到達最後一站是故宮博物

院時，港生們在太和殿前拿起自拍桿合影紀
念。在這裏，他們充分領略到了中華文

明的博大精深與獨特魅力。
（記者 張帥）

花
絮

爬長城逛故宮領略中華文明

第一次親自踏上萬里長
城，讓我想起我們引以
為傲的五千年歷史，我
真心為自己的民族和國
家感到自豪。

香港
教育大學
李 頔

沒想到解放軍日常訓練
這麼辛苦，自己會把中
國軍人精神牢記在心，
以便在未來學習生活中
遇到困難時鞭策自己。

香港
城市大學
蘇 蘇

這次實地探訪，令我真
切感受到騰訊的超級產
業鏈。相比之下，香港
甚少這樣集多元產業於
一體的互聯網公司。

香港
大學
高同學

學員
心聲

▲港生在長城合影

▲6月17日，2016年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在北京舉行結業禮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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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
香港傳媒學子
參訪團合影▲香港教育大學學生莊婷婷在繪製北京彩塑 新華社 ▲港生參觀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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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被中關村的高科技產品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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