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11 日， 省政府
党组书记、 省长马兴瑞主持召开
省政府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建党 99 周年之际主持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推
动全党深化认识并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充分彰显了
党中央把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的坚定决心。要深刻理解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大意义，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 以新担当新作

为推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全
省政府系统落地落实。 要牢牢把
住政治建设这个根本， 持续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 提高
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 切实把政
治建设贯穿于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和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要结
合政府工作实际，健全政府系统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和党的组织
制度建设， 发挥省政府党组、机
关党组（党委）和各级基层党组
织的带头作用，扎实推进模范机
关创建活动，做好干部选育管用
等工作， 着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
伍， 大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吴哲 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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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特派香港记者
组报道： 香港教育高峰论坛 11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论坛上表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
实施是香港从乱到治的转机，希
望也是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生
的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让我
们携手努力，培养青年人成为具
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
有素质的新一代。 ”

林郑月娥说，香港年轻一代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教育被
“政治化”。 社会上，一些媒体对
历史的错误描述，对政府和执法
机构的肆意抹黑， 都反映在教
材、课堂教学、考试题目和学生
的课外活动等诸多领域。

林郑月娥认为，政治问题不
解决，再好的教育措施，再多的
教育资源也难以扭转局面，教育
的政治问题和香港的政治问题
是分不开的，归根究底是“一国
两制”的建设问题。

林郑月娥已要求教育局局
长制定一套计划，在各学校全面
开展有关宪法、基本法、《国歌条

例》和香港国安法的教育，她强
调这些法例的推广宣传也应该
与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有机结
合，以全面、深入、生动而有趣的
方式在各班级推行。

“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条例》
的实施，对香港社会教育来说非常
重要、非常及时。”香港中联办副主
任谭铁牛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全
面认识、准确理解香港国安法。 香
港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正
常生活， 不会损害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二是加强国
安教育，采取线上线下互动，校内
校外并举的形式， 与国民教育相
结合， 一起推动。 三是要坚定信
心，兴利除弊，再创香港教育新辉
煌。 要斩断伸向校园的黑手，排除
校园被政治干预渗透的情况。

多位香港中小学校长和教
师代表、 教育团体代表以及教育
专业人士参加香港教育高峰论
坛， 围绕香港国安法与《国歌条
例》教育的意义、方式、课程设置、
政府指引和协助等议题进行了充
分讨论， 为落实相关教学提出了
不少积极务实的意见和建议。

香港举行教育高峰论坛， 探讨香港
国安法与 《国歌条例》 在学校教学中的
落实，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因教育被“政治化”

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 ，反中
乱港势力受到极大震慑。这一小
撮害群之马有的宣布“退群”，有
的则砌词诡辩 ，企图通过 “变装
上市 ”误导香港民意 、阻挠法律
施行。观察近日香港反对派一些
人对香港国安法的歪曲 、抹黑和
攻击，不难看出，这些“政治造谎
机”吐出的还是站不住脚的老腔
调，“权谋黑手”玩弄的还是见不
得光的旧把戏。

且看他们的包装何其低劣 、
表演何其蹩脚———

其一，以曲解基本法诋毁香
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乱港分
子李柱铭先是迅速“变脸”，自诩
“一国两制”坚定捍卫者，随后又
耐不住本性登报声称， 所有与特
区相关事务只能按基本法办 ，全
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均没
有权为港制订任何法律， 包括国
安法”。市面上的一小撮反中乱港
分子也跟着叫嚣“撤销国安法”。

李柱铭之流的言论刻意歪
曲宪法和基本法以及香港国安
法之间的关系 ，存心把 “一国两
制”的“经”念歪。 武汉大学两岸
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周叶
中指出， 基本法根据宪法制定 ，
效力源于宪法；宪法与基本法共
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全
国人大涉港决定和香港国安法
是根据宪法出台的，二者均来自
宪法第 31 条的立法授权。

其二，用“司法独立”绑架宪
制秩序。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 ，香港法
律界一些人跳出来高声反对。他
们喊得最响的，当属称行政长官
指定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案件将“损害司法独立”，
称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
理国安案件法官。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典型的
偷换概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说 ，以 “损害
司法独立 ” 名义攻击香港国安
法，本质上是扭曲宪法与基本法
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 ，企图凌驾
立法权和行政权搞“司法独大”。

其三，炒作“以言入罪”制造
恐慌。

移花接木 、撒谎造谣是反中
乱港势力在去年 “修例风波 ”中
惯用的手段 ，这一次他们又故技
重施 。 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保
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 ，却被他们污蔑成 “举张白
纸 也 会 被 捕 ”； 特 区 政 府 提 醒
“港独 ”口号涉嫌违法 ，并公布
香港国安法第 43 条实施细则 ，
却被他们贴上 “打压言论自由 ”
的标签 。

连日来 ，香港社会有识之士
纷纷站出来 ，呼吁广大市民不要
错信“揽炒”派政客的谎言。香港
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一
针见血地指出 ，反对派的言论是
在“讲大话”（粤语意为说谎），目
的还是误导市民。

其四，用“泼脏水”煽动仇视
国家。

针对依法成立中央驻港国
安公署 ，香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罗织谎言 ， 与境外一些势力 、政
客 、媒体合谋 ，诬称公署可在港
“随意抓人”。

事实胜于雄辩。 香港国安法
明定，驻港国安公署只在三种特
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正如南
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李晓兵所言 ，法律已有严格
规范，驻港国安公署定会严格依
法履行职责 、 依法接受监督 ，不
会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
权益。

如今 ，越来越多香港市民从
“修例风波 ” 以来的惨痛教训中
意识到 ， 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
障， 香港才能摆脱动荡和纷乱 ，
重回良性发展的正轨。香港研究
协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 ，66%
的受访者 “非常支持 ”及 “支持 ”
实施香港国安法 ，63%的受访者
支持设立中央驻港国安公署 ，近
8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国安法
实施不会对香港造成负面影响。

国泰民安是人心所向 、众望
所归。 短短十天 ，香港国安法的
积极效应已经显现。反中乱港势
力妄想阻 挠 香 港 国 安 法 实 施 ，
“新装”裱得再费心，“老调”唱得
再卖力，都注定落寞收场。

（新华社）

反中乱港势力的
“新装”与“老调”

大湾区5类工程技术人才
试点专业资格互认

涉及建筑工程、计量及控制、质量管理、计算机 IT 信息工程以及电气工程领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通讯员科记协报道：
11 日， 广东省工程师学会成立大会暨粤港澳大
湾区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资格互认协议签约仪式
在广东科学馆举行。 据介绍，广东省工程师学会
是由广东省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
专业工作者、工程行业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学
术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由广东省测量控制技
术与装备应用促进会、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等
17 家科技社团发起成立。

广东省工程师学会的成立旨在推动工程技术
进步发展、推动工程技术界联合协作、促进工程技
术人员的成长提高、 推动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和政
府， 特别是以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资
格互认为起点，推动工程师培养成长的国际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东省科协主席陈勇担
任广东省工程师学会首届会长，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刘桂雄担任执行会长。目前，广东省工程师
学会主要吸纳工科类省级学会、 工科类高等院
校、 科研院所、 科技型骨干企业入会， 覆盖航
空、生物医学、土木、化工、控制、自动化等传统
学科领域和主导产业， 以及节能环保、 智能制
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领域的工程专
家加入。

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资格互认
协议签约仪式与大会同步举行。 据悉，首批互认
试点涉及 5 个专业领域，分别是建筑工程、计量
及控制、质量管理、计算机 IT 信息工程以及电气
工程。 广东省测量控制技术与装备应用促进会、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广东
省土木建筑学会、广东省公路学会、广东省产品
认证服务协会、香港工程师学会、香港营造师学
会、英国皇家特许计量及控制学会(香港分会 )、香
港专业审核师学会、 澳门电脑学会等 11 家粤港
澳科技社团成为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资格
互认签约单位。

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一
间 “网红销售直播室 ”里 ，年轻夫妻李
剑禧 、 孙嘉晞正坐在直播台前用 “港
味”十足的普通话介绍面膜产品。 这是
他们踏入直播行业的第 3 个月 ， 经过
市场快速历练 ， 两人面对镜头已经驾
轻就熟。

“大家好，我们是‘港夫广妻’！ ”每
次直播 ， 他们都以一个热情的招呼开
始 。 李剑禧是一位在广州创业的香港
青年 ，妻子孙嘉晞是广州人 ，两人因一
次公益活动结缘。 今年年初，夫妻俩决
定把握广州打造 “直播电商之都 ”的契
机投身电商行业 ，打造他们特有的 “港
夫广妻”直播品牌。

李剑禧曾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 。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压力 ，
这对夫妻敏锐地看到大湾区的发展新
机遇 ， 李剑禧选择来到广州入驻天河
区港澳青年之家，和妻子携手创业。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提供办公
场所租金等各种支持 ， 对创业者具有
吸引力。 此外，企业开办所需的工商注
册 、税务等流程 ，都可以通过青年之家
找专业人士帮忙。 ”李剑禧说。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旨在为港澳
青年在穗创业发展提供帮助。 目前，广
州共建成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32

个，成功孵化企业 200 多家。 广州还成
立了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为港
澳青年提供咨询、创业指导等服务。

“港夫广妻 ”组合成立后 ，李剑禧 、
孙嘉晞夫妻俩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运营
账号 ， 其中不少视频收获了可观的点
击量 。 “不少网友喜欢我老公说的 ‘港
普’。 ”孙嘉晞说。

在近日举行的广州直播节上 ，“港
夫广妻 ”也帮助生意伙伴直播带货 ，反
响良好 。 “经历这次疫情 ，线上业务迎
来风口 。 ”李剑禧说 ，疫情加速了他的
职业转型 ， 今后希望通过直播带货将
更多港货介绍到内地市场。

在广州南沙 ，25 岁的香港青年曾
祥盛正在和创业团队紧锣密鼓地工作，
筹备着新项目上线。曾祥盛毕业于暨南
大学 ，是一位教育科技创业者 ，所在团
队专门面向港澳台侨学生提供内地高
等院校专业升学信息和咨询服务。

今年年初 ，经过一番考察 ，曾祥盛
选择将创业公司入驻南沙的 “创汇谷 ”
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 “广州地理位置
优越 ， 同时南沙也为我们港澳青年创
业提供了许多支持政策。 ”他说。

2019 年以来 ，广州南沙制定出台
全方位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发展的一揽
子扶持办法 ， 并出台 “港澳青创 30

条 ”，为港澳青年提供就业创业全流程
的奖励与补贴。

今年 4 月 ， 曾祥盛成为首批入住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的港澳青年之一。

南沙青创人才公寓坐落于 “创汇
谷 ”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 ，主要服务港
澳青年在南沙安居置业 。 公寓目前共
有 110 间房 ， 可容纳 180 人入住 ，配
套设备齐全 ， 为港澳青年生活居住提
供一站式服务。

曾祥盛说 ， 自己所在的园区配套
完善 ，公司就在人才公寓对面 ，每天步
行到公司上班 ， 不出园区即可满足工
作生活需求。

据广州市港澳办介绍 ， 广州实施
“乐居广州 ”行动计划 ，已筹集近 500
套人才公寓 定 向 提 供 给 港 澳 居 民 申
请。 目前共有 20000 余名港澳学生参
加 广 州 市 城 乡 居 民 社 会 医 疗 保 险 ，
10000 余名在穗就业的港澳居民参加
广州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我和创业伙伴都很喜欢广州的
创业环境。 ”曾祥盛说，“正因为我们有
从港澳到内地升学的经验 ， 我们得以
了解港澳台侨青年的求学需求 ， 可以
为他们搭建更加通畅的信息平台 ，为
大家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出一份力。 ”

（新华社）

“港夫广妻”在穗创业
投身电商“直播带货”

香港青年逐梦
大湾区觅新机

大大湾湾区区影影像像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
通讯员粤纪宣报道：据南粤清风
网消息，江门市副市长、公安局
局长林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林春生，男，汉族，1963 年 2
月生，广东惠来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1981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 年

5 月任省公安厅刑侦局大要案件
侦查处副处长。 2004 年 2 月任省
公安厅反恐怖行动工作处处长。
2007 年 4 月任省公安厅刑侦局
副局长。 2010 年 9 月任省公安厅
禁毒局政委（副厅级）。 2011 年 6
月任阳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2016 年 9月任惠州市副市长、公
安局局长。 2018 年 12 月至今任江
门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
道：今年起，东莞市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民办学校实行同步招生，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
办学校， 全部实行电脑派位录
取。 11 日上午 9 时， 东莞全市
232 所学校参与“电脑派位”，其
中民办学校 231 所，竞争最激烈
的热门学校中签率仅 0.22%。

热门学校最低中签
率 0.22%�
� � � � 记者了解到，本次参与“电
脑派位”的 232 所学校中，除东
莞外国语学校外，其余均为民办
学校。 派位过程共分 363 批次进
行，派位学位数 10.24 万个。 其
中，小学一年级 7.05 万个，初中
一年级 3.19 万个。 参与派位人
数 11.39 万人，其中，小学一年
级 6.67 万人， 初中一年级 4.72
万人，参与派位人数包含了已被
公办学校预录取但仍报名参加
民校派位的学生。

按照规定， 九年一贯制、十
二年一贯制、多层次民办学校及
有关民办教育集团就读学生可
直升入学。 除直升学生外，东莞
大多数民校均有派位录取招生
名额。

数据显示， 东莞市虎门外语
学校竞争最激烈， 小学部派位招
生计划数为 20 人， 但报名人数
2838 人， 约 142 人竞争一个学
位，中签率 0.70%；初中部的竞争
更大， 派位招生计划数为 20 人，
报名人数 9160 人，458 人竞争一
个学位，中签率 0.22%。

总体上看，当日参与派位的

唯一的公办学校东莞外国语学
校的报名人数最多，小学阶段报
名人数达 12269 人，初中阶段报
名人数 21705 人。 民办学校方
面， 小学一年级报名东华小学
（东 城 校 区） 的人数最多 ， 为
5653 人， 其派位学位数 232 个，
中签率 4.10%；初中一年级报名
光明中学的人数最多， 达 19516
人，其派位学位数 1500 个，中签
率 7.69%。

本月 23 日可填报
补录志愿

目前，东莞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民办学校派位结果已陆续出
炉，家长可登录“招生平台”，在

“派位查询” 栏目查询预录取结
果。 查询到预录取结果的申请人
家长，需在 7 月 12 日 9∶00-14
日 17∶00 登录招生平台选择需
要入读的民办学校，进行“民办
学校预录取确认”， 每个申请人
只能选择 1 所有预录取结果的
民办学校进行确认。 有预录取结
果但逾期不确认的申请人，由招
生平台按申请人预录取学校的
志愿顺序进行预录取确认。

另外，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
校将公布补录人数和补录方案，
无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不再进
行补录。7 月 23 日，申请人家长
可登 录 招 生 平 台 填 报 补 录 志
愿 ， 补录志愿学校数不超过 2
个。 民办学校第一轮补录仍无
录取结果的申请人， 可于 8 月
参加民办学校第二轮补录。 若
仍未被录取，可自行联系民办学
校申请补录。

江门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林春生被查

东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电脑派
位”结果陆续出炉

超10万个学位“名花有主”
家长今起可确认录取结果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马兴瑞强调：

持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和党性教育

5类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
道：11 日上午， 广东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联合省新华发行集团等
向吴桂春所在的东莞市光大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赠送 1000 册图书，
支持企业改造升级职工书屋，希
望通过吴桂春热爱读书的事迹推
动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
建设， 营造更加浓厚的“书香岭
南”全民阅读氛围。

记者在赠书现场看到，捐赠的
书籍种类丰富，包含哲学类、社会
科学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
历史类、医学类、农业类等。 东莞
市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公司已安排专项经费改造升
级职工书屋， 规划面积约 85 平方
米，将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加舒适的
阅读环境， 更加丰富的图书杂志，
让员工爱上阅读、受惠阅读。

吴桂春加入光大物业公司之
后，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基本适
应工作。“每天工作八小时，大概
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阅读。 ”吴桂
春表示，待公司职工书屋建好后，
他将带着更多同事一起读书。

吴桂春前不久受聘为“东莞市
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最近又加

入东莞市文化志愿者服务总队东
莞图书馆分队。 他表示，最近有不
少热心人士赠送了他书籍， 接下
来他将参加阅读推广志愿服务活
动，鼓励大家一起阅读。

在现场交流环节， 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听取了
参会人员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
建议， 肯定了东莞市光大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企
业文化建设的重视， 鼓励吴桂春
继续坚持读书学习、好好工作。 同
时， 指导企业通过统筹用好职工
书屋、 职工之家、 文体场地等资
源，建设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引导鼓励员工读书， 丰富员工文
体生活，推动企业文化发展，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更加增
强企业凝聚力。 据悉，省文明办和
东莞市文明办确定将东莞市光大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作为省市共同联系点进行深
入打造。

东莞市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公司将
以升级企业职工书屋为契机，推
动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 ；
以吴桂春热爱读书的故事， 鼓励

员工多读书、读好书；将增设图书
角， 组织读书分享会， 坚持打造
“书香企业”， 丰富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的内涵。同时，企业将继续通
过员工赋能培训、 小区便民志愿
服务、企业社区文化联动等，把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建成内容丰富 、
积极向上的职工之家， 让其成为
职工与业主联动的交流平台。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前来赠书

热爱阅读的农民工吴桂春：
将带着更多同事一起读书

链接

6 月 24 日， 爱读书的湖北农
民工吴桂春辞别东莞图书馆留言
感动社会，他传递的精神力量深入
人心，充分展现了广东省文化惠民
工程、“书香岭南”的质量与水平。

7 月 4 日，“决胜小康，奋斗有
我 ”全国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暨 “粤
读点亮人生 ” 广东省十大书香企
业 评 选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在 东 莞 举
行 。 打工之余沉浸图书馆十二年
的吴桂春被聘为 “东莞市职工书
屋公益代言人 ”。 据悉 ，全国总工
会将定点支持吴桂春所在企业建
设职工书屋 ， 在 2020 年全国工
会职工书屋建设过程中 ， 赠予价
值 3.5 万元的图书 。

▲广东省委宣传
部 、 省文明办为企业
赠送 1000 册图书

荨吴桂春翻阅捐
赠的新书 ，希望 参 加
阅 读 推 广 志 愿 服 务
活动 ，鼓励大家 一 起
阅读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