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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各界更好地了解「十四五」規劃
綱要，中央特意安排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
任黃柳權率領的宣講團來港，透過多場會
議，向各界包括特區政府高官、立法會、
工商金融界、青年團體等介紹國家「十四
五」規劃內容。其中，黃柳權副主任在公
開大學（現名都會大學）與青年交流時表
示，未來國家將提出更多有力政策措施及
資源，支持本港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他在總結行程時更特別指出，感覺到
香港青年的新希望，與會青年有共識，對
國家未來的發展感到驕傲、自豪，也對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香港自身的發展
增強了信心。

中央宣講團在緊密行程中特意設立青
年專場，反映了中央對於香港青年的重
視和關顧，期望通過粵港澳大灣區這個
抓手，為香港青年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
和機遇。

中央一直關心香港青年的發展，習近
平主席多次提到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
台、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
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
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
會環境。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其中一
個目的就是為香港青年鋪路搭橋，解決
他們學業、就業、創業的「三業」問
題，為青年成就自身、貢獻國家提供一
個最好的舞台。

黃柳權副主任在介紹中指出，近年來
國家已出台24項鼓勵措施，便利港澳
同胞到內地發展，主要包括讓港澳居
民與內地居民享有同等社會福利待
遇、提供專業人士資格互認，以及搭
建創業服務平台三大方面。過去困擾
港人北上發展主要有幾個問題：一是
港人的「國民待遇」問題；二是香港
專業資歷與內地的互認問題；三是港
人北上就業、創業所面對的各種行政
問題。這24項鼓勵措施，正是針對港
人北上困難的對症下藥舉措，為港人提
供「國民待遇」，推動愈來愈多專業資
歷可以與內地互認，讓香港專業人士更
方便到內地執業；大灣區各城市更為港

人北上就業、創業提供各
種支援平台，包括資助及
各種諮詢支援。這些都反
映中央十分重視港人特別
是青年北上發展的問題，
並且逐一作出解決。

善用「近水樓台」優勢
黃副主任更透露，未來中央還將研究在

前海及南沙建設創業基地、將港澳藝術人
才納入國家職業評審範疇、允許香港中醫
師到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就業，以及放寬香
港法律界的內地市場准入等，為港澳青年
在大灣區創業就業提供機遇。這些措施將
為不同專業、不同範疇、不同背景的青年
提供更大的機遇和空間，大灣區的大門將
愈開愈大，香港青年投入大灣區發展將大
有可為。

香港青年具備良好的語言能力，思想
靈活，有創意，更具有國際視野，在大
灣區發展中具有一定優勢，當前關鍵是
如何把握大灣區這個百年機遇，利用好
「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我認為有
兩點必須重視：

一是要有急迫感，要以時不我待的決
心投入大灣區發展。香港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在宣講會上提到：「市場經濟，競
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黃
柳權副主任也強調「蘇州過後無艇
搭」，都明確提醒香港要抓緊機會，特
區政府固然要及早推出政策深化兩地合
作，香港青年也應坐言起行，參與大灣
區建設，如果一味坐而論道，瞻前顧
後，灣區建設不等人，恐怕將「蘇州過
後無艇搭」。

二是香港青年要北上發展，除了要發
揮自身優勢外，更要做到「理念對接，
思路對接。」需要建立戰略思維和宏觀
視野，準確掌握國家發展戰略，將眼光
放遠，不應只顧及香港，更要放眼大灣
區、放眼整個國家市場。大灣區已經為
香港鋪路搭橋，香港青年將大有可為，
關鍵是如何把握，不負國家機遇，不負
中央期待。

「天地對話」啟迪香港青年樹立遠大理想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話天宮——中國空間站系統建設座談會在9月3日舉行，3

名國家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在天宮空間站與香港青少年實時交流。香港學生通

過視頻方式向航天員和北京專家提問，讚歎當下祖國有了先進的空間站，關心國家將如何發

展空間站。3位航天員不僅為現場觀眾遠程「導遊」探秘了空間站核心艙，還妙趣橫生地解

答問題、身體力行示範，上演一場精彩交流。航天離不開創科，創科的未來就在青少年，目

前正是香港廣大青少年成長成材的好時代，香港青少年應珍惜及不負美好時代，融入國家發

展成就自我。

宋忠平

這次「天地對話」讓香港市民和青少年加強
「一國兩制」的「一國」認同感。香港正在經
歷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早前的航天「天團」
和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以及這次天地
通話，讓更多香港市民和青少年更加充分和深
刻認識到國家處在全面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
已經從昔日的落後、貧窮，大步邁向科技強國
和經濟強國序列，發展進程勢不可擋，內地對
香港更是充滿了發展機會，只有堅持「一國」
原則才能充分發揮「兩制」之利，讓香港創新
科技能力發展得更好。

以國家為榮 以身為中國人為傲
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藉着此次機會深入認識國

家科技的進步和航天實力。一個國家綜合國力
的強弱關鍵要看科技能力，尤其是航天實

力。如今，在中央政府的精心布局和不懈努力
下，中國科技基礎日漸夯實，航天實力已經邁
入航天強國序列，與美俄兩國同在航天強國第
一梯隊，美國在航天領域能做到的，如GPS、國
際空間站、飛船、月球探測、火星探測等，中國
都可以做到。「嫦娥」實現了奔月，「北斗」實
現了全球導航，「天宮」實現寰宇天際，「天
問」登陸了火星，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彰顯國
家科技實力和航天能力大幅提升。香港市民和青
少年多了解國家真實的科技現狀，能夠以國家發
展為榮，以身為中國人為傲。

這次「天地對話」更讓香港市民和青少年樹
立以航天報國的夢想。在問答中，香港青少年
關注到，如何才能融入國家航天事業，如何能
成為一名航天員。對此，北京現場的航天專家
和空間站上的3位航天員都悉心回答。載人航天

是一個複雜龐大系統工程，建立長期可照料的
空間站不容易，需要國家具備強大的經濟實
力、科技實力和持之以恒堅定的決心才能最終
實現。同樣，培養一名航天員也不容易，除了
要具備強大健康的身心體魄外，更要具備充分
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一系列問答為香港青少
年提供了積極思考和足夠的想像空間。就連3名
航天員在通話最後，也期待將來有來自香港的
航天員早日進入國家空間站，這既是國家航天
人的殷切期待，也是國家期待香港融入國家科
技發展規劃的使命召喚。

香港夢是中國夢的一部分
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了香港發展創科中

心的新職能，其中就包括在航天領域的廣泛合
作，儘管香港個別大學已經與中國航天工程團

隊有了初步合作，但這個合作空間還可以更大
更廣。這也充分說明只有國家的航天科技強大
了，香港青少年的航天夢才能成為現實。香港
夢是中國夢的一部分，香港青少年的航天夢是
中國航天夢的一部分，兩者緊密不可分。

這次活動是中央政府送給香港同胞，特別是
青少年一份跨越天地的特殊禮物，也充分體現
中央政府對香港及香港青少年的無限關愛。相
信香港市民已經深刻、生動感受並加倍珍惜中
央政府這份關心與厚愛，堅定與祖國同心同行，
並期望藉這次活動，能大力宏揚航天精神，並讓
香港青少年得到啟迪，樹立遠大理想。航天離不
開創科，創科的未來就在青少年，目前正是香港
廣大青少年成長成材的好時代，香港青少年應珍
惜及不負美好時代，融入國家發展機遇和挑戰之
中，成就夢想。

國家航天員和香港青少年進行
「天地對話」，是中央送給香港同
胞，特別是青少年的一份特殊禮

物，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及香港青少年的無限關
愛。部分學校對推行國民教育感到具挑戰性，不過
只要學校認同國民教育是全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
環，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推動國
民教育的契機其實是無處不在。學校透過組織學生
參與專題活動，效果遠比在課堂教授國情知識來得
顯著，今次的「天地對話」就是一個好例子。

由中聯辦、特區政府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主辦的「『時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話天宮」
活動圓滿結束，獲得全港學校不少師生熱烈回響。
三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和湯洪波在天宮空間站
與香港青年進行實時「天地通話」，帶領香港市民
參觀「天宮」天和核心艙，並回答香港市民的問
題。

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3位筆者任教中學的學生有份參與此盛事。他們表

示，這次活動十分難得，為此感到非常興奮。他們
能夠親身到現場見證香港青少年與三位航天員進行
「天地通話」，了解航天員在太空的一些生活技
能，例如示範太空飲水、利用特製腳踏車鍛煉等，
這些難得一見的空中動作，引起會場內的師生一陣
陣歡呼聲及讚歎聲，紛紛對國家近來的太空發展成
就引以自豪。他們殷切期待三位航天員結束太空任
務後，能夠到香港與青少年再次見面。

「天地通話」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科普教育，讓學
校有機會藉「航天熱潮」推動國民教育。自從今年6
月底，國家航天科學家團隊訪港，並在會展舉辦中
國科學家主題展，在港引發了「航天熱潮」，深受
香港各界廣泛歡迎，為數不少的中小學組織了學生

到會展參觀，了解國家航天成就。這
次活動不單展示了國家航天工程舉世
矚目的成果，同時讓中小學生親身感
受到祖國的強大，增強青少年的國民身份認同。

課程統籌宜加強
部分學校對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感到具挑戰性，

甚至無從入手。不過，只要學校認同國民教育是全
人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不可
推卸的責任，推動國民教育的契機其實是無處不
在。除了在一些國家重要日子，例如抗戰勝利日、
國家安全教育日及國慶，安排校本國情活動外，學
校亦可組織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專題展覽認識國家
發展成績。這些展覽大多由國家相關機構與香港特
區政府合辦，只要學校安排足夠人手帶隊，即可以
進行一次國情教育活動，遠比在課堂教授國情知識
來得生動活潑及有成效。今次中央與特區政府組織
本港青少年與航天員對話就是一個好例子。

教育局將來宜多增撥資源，加強對學校和教師的
支援，以及在學校設立國民教育統籌主任一職，讓
有經驗的老師專職統籌國民教育課程和活動。這不
單令學校有人負起領導職責，幫助學校完成國民教
育的總體目標，更重要的是可以帶領各科老師增進
國民教育的理論及知識，融會貫通地把國民教育原
則落實到具體教學內容當中，全面推動國民教育。

3名航天員與香港青少年進行「天地對話」，體現
國家對香港青少年的重視。正如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在致辭時表示，今次活動是中央送給香港同胞，
特別是青少年一份跨越天地的特殊禮物，充分體現
中央對香港及香港青少年的無限關愛。培養香港青
少年有家國情懷，將是特區政府未來一項艱巨而神
聖的工作。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本港學校推動
學生培養正確國家觀念，將會事半功倍。

認識國家航天成就助推國民教育
丁江浩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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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基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青年委員會主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
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為香港青
年提供更多發展渠道，有助他們開展精
彩的事業和生活。香港青年應把握國家
「十四五」千載難逢的機遇，主動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務院港澳辦宣講團訪港，介紹「十
四五」規劃綱要中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對
香港不同範疇的支持。香港作為中西文
化交匯的國際都會，擁有大量高質素專
業人才，「十四五」規劃的政策能有效
鞏固香港優勢，助力香港未來擁有更好
發展。

特區政府今年上半年公布，「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反應熱烈，但礙於對內
地生活不了解及兩地文化差異，部分青
年對進入大灣區發展抱有疑慮。宣講團

的交流活動，正好有效解答香港青年的
疑惑，讓他們了解在大灣區長期發展的
好處。「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與國際
社會開展交流合作，完善香港居民在內
地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惠民政策措施，推
動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
業和創業，加快搭建青年職業技能培訓
和就業通道，特區政府宜盡快在大灣區
設立支援中心，吸引更多人才和企業到
該處發展，深化創意產業及青年交流領
域合作，引領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構建清
晰的未來發展路向。

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順勢
而為邁步前行。未來屬於年輕人，他們
應認清當前形勢，不要錯失「十四五」
機遇，作好準備乘坐國家發展的高速列
車，共同努力為香港開創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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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龍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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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金斯學會在最近發表的一份關於人工智能和
新興科技的報告中提到，隨着人工智能發展日新月
異，電腦系統將會更快、更全面地分析個人信息，
以致在資訊運用的過程中可能會侵犯個人私隱。人
們可以通過數碼技術，在電子儀器上隨時隨地識別
和監控目標。

有見及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2013年對資料
私隱守則作出修改，大幅限制企業或機構可持有的
個人資料，確保資料的處理手法符合當事人的期
望。守則表明，只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收集個人資
料，過程必須合法，並需要適當徵詢當事人同意方
可使用資料。其次，應在收集個人資料的時候向當
事人表明收集的目的。第三，個人資料的用途只限
於收集時所列明的目的，除非獲得當事人同意或有
其他法律依據把個人資料作其他用途。

至於香港，私隱專員公署在8月18日發出《開發
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準指引》，該指引協助機構
管理它們的人工智能系統，達至專業使用人工智能
同時又可保障用戶私隱。實務指引既有國際視野，
也反映了香港在華南地區發展中所扮演的重大角
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指出：「健全地發展
和使用人工智能可幫助香港發揮其作為區域性數據
樞紐的優勢，亦可大大促進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和世
界級的智慧城市。」

然而在執法方面，公署目前沒有計劃為人工智能

訂立新法例。相比之下，全國人大在8月20日通過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將於11月
1日生效。此法例與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一樣，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來保護數據私隱，並規
範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和共享。法例要求
機構收集個人信息時應當取得個人同意，並告知當
事人個人信息的處理方式，而當事人亦有權查閱、
更正或刪除相關個人信息。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
明確、合理的目的，並「應當限於實現處理目的的
最小範圍」。若有機構組織違反法例，最高可被罰
5,000萬元人民幣或年度營業額之5%。

據知，當局將要求企業成立由外部成員組成的獨
立監督機構，監察保障數據私隱是否合規，這種措
施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新法例也要求機構向公眾
報告它們就保障私隱所採取的行動，做法值得嘉
許，不但使機構時刻緊記保障個人私隱，還提高了
其處事的透明度。

自願性質的指引是否更適合香港，尚需要時間去
證明，目前當局要密切注視具體實施狀況。期望本
地機構日後在運用人工智能系統時會全面參照公署
發表的指引，並使用最佳執行準則，但若果運用指
引的形式不奏效的話，政府就只好考慮使用強制手
段了。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在

《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確保人工智能不會侵犯私隱
江樂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