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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互聯網＋領略國家發展

41港傳媒學子聚京了解國情
15日，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
主題團」 在被譽為 「中國信息傳播領域最高學府」 的中國傳媒大學舉行開
班儀式。未來一周，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十餘
所香港及海外學院的41名大學生，將參訪國務院新聞辦、中國人民解放軍
三軍儀仗隊、中關村、故宮、長城等地，並聆聽多場國情及
互聯網知識講座，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了解國情。

未來之星＞＞＞
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
之星同學會主辦，由中國傳媒大學承辦。
自2007年成立以來， 「未來之星」國情班
每年都為香港大專院校的傳媒專業及其他
專業的學生提供一個於中國傳媒大學學習
及交流的機會。

實地探訪活動豐富
近年來，國情班日益重視互聯網發展
與創新及互聯網與青年人的使命及責任意
識。今年，國情班特地為香港學子準備了
多場以互聯網知識為內容的專題講座，並
將組織學生參觀 「數字王國」以及中關村
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展示中心，通過理論與
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增進港生對內地互聯網
發展的了解。
除了聚焦 「互聯網＋」，港生此行還
將參加豐富多彩的實地探訪活動。具體包
括參觀國務院新聞辦、人民日報、今日頭
條，切身感受內地新聞業的發展情況，並
探訪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中國國
家博物館、故宮、長城，以及觀看升國旗
儀式，一方面體會悠悠中華文明史，另一
方面感受泱泱大國的民族凝聚力。
在開班儀式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互聯
網＋主題交流團榮譽團長姜亞兵表示，未
來之星同學會成立十餘年來，已有超過
3000名香港大學生通過實習交流，了解國
情，增強了對祖國的認知。姜亞兵說，北
京是港生們認識祖國最好的窗口，一方面
要給今次國情班同學點讚，因為他們表現
出了解祖國認知國情的強烈願望，另一方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面也希望同學們好好把握祖國提供的大好
機遇，勇於承擔新時代的挑戰。
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
山表示，參加此次未來之星活動，港生們
一方面要將自己的興趣和對祖國的認知對
接起來，特別是深入感受一下內地 「互聯
網＋」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要把此次活
動與自己人生格局的拓展聯繫起來，站在
大角度，領略大風景，學會理解大國思維
，如此便能通過這次活動，讓自己對祖國
的認知以及自己的人生價值獲得增值。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袁軍代表學校對
港生們表示熱烈歡迎，並表示希望同學們
能夠通過此次活動，加深對祖國的認知。

港生期許探索求真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林文銓在代表港生
發言時表示，參加此次交流活動是一個難
得的緣分，此次不僅有機會了解內地傳媒
生態以及官方媒體的管理架構，還能夠一
窺祖國信息科技行業的發展現狀。林文銓
稱，最大的期許是走出教室，以親身角度
了解國情，探索求真，透過直接交流收穫
最真實的見聞。
出席開班典禮的還有中聯辦教育科技
部副巡視員張總明，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
室傳播局副局長趙波，中國傳媒大學港澳
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梁岩，中國互聯網發展
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波，中國傳媒大學港澳
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龍，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星
同學會專職副主席、互聯網＋主題交流團
團長李華敏等。

中共十九大代表四萬挑一
【大公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中
共十九大今年下半年召開，屆時將有2300
名代表參會。中紀委官網15日刊文透露，

▲今年五月，天津市第十一次黨代會選
舉產生黨的十九大代表
資料圖片

在全國近8900萬黨員中選出2300名黨代表
，可謂四萬挑一，對政治上有問題的一票
否決、廉潔上有硬傷的堅決排除。
據介紹，十九大代表產生的過程大致
分五步走，依次為推薦提名、組織考察、
確定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名單、確定代表
候選人預備人選、會議選舉。最後，十九
大召開前夕，由十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
會對代表進行資格審查。
文 章 強 調 ， 從 8900 萬 黨 員 中 挑 選 出
2300名黨的十九大代表，不是本人沒問題
就可以，而是要好中選好、優中選優，確
保成色好、成色足。在這過程中，紀檢機
關要嚴把政治關和廉潔關，對政治上有問
題的一票否決、廉潔上有硬傷的堅決排除。

韓國文化觀光周在京舉辦
【大公報訊】記者孫琳北京報道：為
紀念2017年中韓建交25周年暨韓國文化院
建院10周年，駐華韓國文化院於6月7日至
14日在京舉辦了韓國文化觀光周─ 「相
約韓國文化院！」活動。
活動期間，韓國旅遊發展局在 「韓國

6 月 15 日 ， 一
位小朋友在花叢中
留影。當日，昆明
市黑龍潭公園裏的
百畝醉蝶花盛開，
給遊客增添了一個
好去處。剛入盛夏
，公園的10萬餘株
白紅粉紫已盛開得
如火如荼，其花瓣
團圓如扇，花蕊突
出如爪，形似蝴蝶
飛舞。（中新社）

參訪國新辦 對話新聞官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15日下午，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
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一
行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進行了參觀訪問。
國新辦對外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與港生進
行了輕鬆愉快的交流。並勉勵港生們多到
內地來交流工作，共同見證祖國的發展。
活動現場，襲艷春首先與港生們分享
了一段視頻：一群平均年齡72.3歲的清華
大學的老畢業生，組成合唱團參加一檔娛
樂節目，滿懷激情地演唱《我愛你中國》
。在 「我把青春獻給你，我的母親、我的
祖國」的歌聲中，同學們真切地感受到了
老一輩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奉獻自己一切的
無私情懷。

隨後，襲艷春向港生們介紹了國新辦
的歷史和職能。她表示，國新辦的主要職
責是推動中國媒體向世界說明中國，同時
協助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推動海外媒體
客觀、準確地報道中國，旨在促進中國與
世界各國之間的溝通了解與合作互信。
在答問環節，港生們紛紛踴躍提問，
「香港青年應抱着什麼樣的心態迎接未來
的挑戰？」 「國新辦發布會邀請媒體的標
準是什麼？如何區分國新辦與外交部的新
聞發布職能？」 「海外媒體和內地媒體有
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襲艷春均
給予了真誠客觀的回答，贏得了港生的一
致讚譽。
在見面過程中，襲艷春特別稱讚香港

首批兩顆民企遙感微納衛星升空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珠海
一號遙感微納衛星星座首批兩顆衛星
OVS-1A和OVS-1B，15日在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搭載長征四號乙運載火箭成功
發射。
這兩顆衛星均為視頻成像衛星，由
珠海歐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航天東方紅衛星有限公司研製完成。單

▲珠海一號遙感微納衛星星座示意圖
網絡圖片

顆衛星質量55千克，具備凝視視頻和條
帶成像兩種工作模式，還採用了高度自
主衛星管理技術。
據歐比特公司副總經理蔣曉華介
紹，衛星的可成像範圍涵蓋全球主要
城市及85%以上的人口，對中低緯度地
區具有較高的重訪特性，有利於提高
監測地理、生態環境和國土資源的時
效性，並增強對地觀測及採集數據的
能力。
珠海一號由數十顆視頻微納衛星、
高光譜衛星和雷達衛星組合而成，整個
星座預計將在未來兩三年內發射部署完
成。歐比特公司董事長顏軍說，這將是
中國首個由民營上市企業投資並運營的
遙感微納衛星星座。
顏軍表示，珠海一號建成後將首先
為公安、國土、環保、農業等政府級用
戶提供數據服務，也將為種植養殖、資
源開發、石油等行業企業級用戶提供數
據支持，實現為大數據行業提供高價值
衛星大數據的目標。

學生具有良好的國際化視野和英語水平，
同時擁有無限的發展空間。她勉勵港生們
要多到內地來交流、工作，更客觀、更理
性地看待問題，共同見證祖國的發展。

▲15日，港生與國新辦對外新聞局副局長
襲艷春（右）互動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泰向華購34裝甲車
【大公報訊】據環球網報道：據英國
路透社14日報道，泰國皇家陸軍司令差林
猜當天宣布，從中國採購34輛VN-1裝甲運
兵車，總價值6800萬美元。《曼谷郵報》
稱，這是該國首次列裝中國製造的裝甲車。
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後，泰國政府與
西方關係變冷。差林猜14日表示， 「從西
方購買武器現在有難度，從中國採購武器
物超所值」。他說，選擇中國裝甲運兵車
並非兩國關係良好的直接結果，而是中國
武器性價比很高， 「最重要的因素是適合
泰國軍隊使用，價格合理」。此前，與中
國裝甲車競爭這筆訂單的還有俄羅斯和烏
克蘭的裝甲運兵車。

▲中國向委內瑞拉出口的VN1裝甲車
資料圖片

福建寧德：軍民相融守望海疆
海外版

醉蝶花醉遊客

主題遊說明會」上推介了平昌奧運會；文
化院舉辦了韓國語演講大賽；韓國觀光名
品協會舉辦了以 「溝通和共鳴」為主題的
韓中百名青少年韓紙、螺鈿工藝品製作體
驗活動；而韓國藝術綜合大學傳統藝術院
則為觀眾呈現了 「韓國傳統文化演出」。

▲15日，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 在中國傳媒大學舉行開班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謝依平是福建寧德三都澳的一位海產
養殖專業戶，為了養殖作業方便，他和朋
友居住在海面的 「漁排」之上。由於這些
「漁排」宛若海上迷宮，漁民們的快遞總
不能得到及時收發。如今，三都邊防派出
所為他們在海上平台 「軍民融合號」搭建
了智能置物櫃，使大家不再為找包裹而團
團轉。自2007年5月被國務院、中央軍委授
予 「愛民固邊模範邊防派出所」榮譽稱號
以來，三都邊防派出所在服務轄區群眾、
確保轄區安全、保障轄區發展等方面不斷

探索，用實際行動守望着祖國的海疆。
今年端午節前夕，不少漁民拎着魚和
一串鑰匙來到三都邊防派出所，敲開警長
雷童輝辦公室的門。沒多久，漁民們抱着
既歉意又高興的笑容出來了，魚依舊拎在
手裏，鑰匙卻留下了。 「魚是禮，不收；
鑰匙是忙，幫了。」雷童輝說。
漁民們想要雷童輝幫什麼忙呢？原來
，三都澳海域是全國最大的大黃魚人工育
苗和養殖基地，每逢重大節日，這裏上岸
過節的漁民和養殖戶會把漁排的鑰匙交到
警務室，請邊防民警代為管理。
設置智能置物櫃、節假日代管漁排、
推動海域環境整治、促進漁村旅遊業發展
……這些貼近民生的服務都留下了邊防民
警們參與的身影。作為夏季颱風瀕臨的區

域，每當颱風天氣來臨之際，民警們更是
投身抗風一線，保障漁民們的生命財產
安全。
據介紹，當地邊防轄區點多線長面廣
，群眾分散居住在5個全島、1個半島和102
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價值十幾億元的網箱
漁排列隊成陣，海上交易額每天達上千萬
元。交易糾紛、漁排與船隻碰撞、漁排相
互之間的碰撞……這極大考驗着邊防民警
的耐心與智慧。
據統計，10年來，福建寧德三都邊防
派出所累計聯合調解各類矛盾糾紛4958起
，非邊防管轄的矛盾糾紛100%及時流轉解
決，16個歷史遺留的海域灘塗糾紛全部 「
清零」，轄區連續5年實現矛盾糾紛可控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