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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综合讯）跨境
学童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深
港口岸，中国的另一个特
别行政区澳门也近500名
学生每日跨境上学，约佔
澳门正规教育学生总数的
0.6％。
　　据《澳门日报》报
道，澳门关闸口岸更由本
月1日新学年开始，在早
上开设学童入境专道，供
11岁或以下的澳门学童
使用，方便跨境学童回澳
上学。
　　有随同子女使用专用
通道过关的家长表示，
在过去，早上均较多人过
关，尤其是有不少外劳赶
返澳门上班，口岸比较挤
拥。如果遇上高峰期，有
时早上过关会用上超过一
小时，关闸口岸为跨境学
童开设专用通道后，过关
只用上10至15分钟，时
间松动了，不必担心迟
到。
　　澳门治安警察局表
示，统计数据显示，现在
每日早上繁忙时段约有
500名学童从珠海入境前
往澳门学校上课。
　　单在菜农子弟学校，
家庭住址登记于内地的学
生就有三四十人，估计实
际人数不止，且有增加趋
势。
　　校长王国英分析，选
择居于珠海的学生家庭
可归纳成三类，其一是本
身家境不俗，为提供学童

成长更有利的环境在内地
添置单位；其二被珠海甚
至更远的中山坦洲廉宜的
楼价吸引；最后一种由于
受监护人户籍问题所限，
为方便照顾让子女跨境上
学。
　　他也赞赏跨境学生的
表现，根据上学年的统
计，该群学生迟到次数甚
少，上学比邻近学校居住
者更准时；他们的功课欠
交率低，学习主动性更
佳。
　　除为学童开设专设的
跨境绿色通道外，校长
希望当局为跨境学生提供
每天往返多程的交通费补
贴，尤其补助家庭经济困
难者，助家长减轻负担。
　　11年前因结识持内
地户籍的太太而决意在珠
海安家的戴先生，一直过
着“珠海生活，澳门上
班”的日子，如今10岁
的儿子俊伟也延续两地奔
走的父辈经历，在父亲陪
伴下每天花逾两小时于往
返路途上，有时觉得疲惫
不堪。
　　戴先生坦承，在珠海
居住是其“望澳楼价兴
叹”下的较佳选择，他其
实渴望有一日终结两地奔
走的生活，举家返澳。
　　俊伟的母亲则认为，
得益于内地生活、澳门
返学的生活模式，年纪小
小的儿子对生活及语言环
境的适应能力均较同龄人

强。为了让儿子保持与老
师、同学的接触，同学的
生日聚会、园游会，以至
暑期活动，妈妈都会不辞
劳苦带俊伟返澳参与。
　　唯独生活空间差异，
随着年岁增长，他还是感
觉自己与同学有点不同。
　　今年升读中一的郑咏
诗坦言，内地虽然居住环
境舒适，但与同学关系却
疏远了，下课后、周末的
约会或会因为她需赶返珠
海被迫取消，长此以往彼
此兴致渐失。如今宅女式
的上网生活成为其余暇时
的最大嗜好。
　　自小五随家人移民澳
门后就开始穿梭两地生活
的高一生陈晓婷，认为时
间是最大挑战，两个小时
的家校往返路程，让她比
别人更意识到时间的可
贵，灵活利用时间空隙到
图书馆自习，甚少浪费一
分一秒。
　　与此同时，她意识到
“生活在别处”的缺陷，
例如对澳门知之甚少，对
社会环境、人物组织感觉
陌生，唯有利用各种机会
吸取本地信息，弥补不
足。晓婷流露出强烈的进
取心，不屈服于困难的情
绪，从白话发音不准、繁
体别字多的“起步难”阶
段，到如今稳居全级第
一，既有自己的努力，感
激小时候在内地读书打下
的良好基础。

杨永欣　报道 
　广州特派员　

　　
　　每天清晨6时，众多
身穿港式校服、挂胸牌的
中国大陆孩子成群结队地
出现在深圳的罗湖和福田
口岸，等待保姆车把他们
送去香港的学校上课。孩
子睡眼惺忪，而家长愿意
将这样的酸甜苦辣变成生
活的一部分，看中的是香
港教育的国际化，以便日
后子女更好地融入香港社
会。
　　大陆的跨境（至香
港）学童这些年来有逐
年增加的趋势，在2009
年，跨境学童达803 8
人，其中幼稚园学生为
2681人，较2008年的
1780人增加近五成；中
学1267人，较2008年的
1078人增加近两成。香
港国际社会服务社跨境及
国际个案工作服务总监张
玉清说，今年的跨境学生
人数已经破万，呈现每年
30%的增长，未来的数
目仍将提升。
　　福田口岸相关负责人
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说，由于交通便利、设施
齐全且口岸安全措施到
位，越来越多的跨境学童
经福田口岸出入境。
　　目前每日经福田口岸
往来深港两地的跨境学童
已达3000多名，是口岸
开通初期的25倍，仅由
保姆公司接送的走读学童
就超过1500名，他们大
部分来自香港40多家学
校和幼稚园。该口岸也为
跨境学童开通了“深港走

读学童通道”。
　　另一方面，香港本地
学生近年来骤减，多所小
学因为招不到学生先后被
关闭，这股趋势如今即将
蔓延至中学，为求生存，
越来越多香港中学到大陆
跨境招生，上周末深圳罗
湖口岸举行的第五届“跨
境学童香港教育展”就吸
引了多达11所香港中学
参展，比起去年增加一倍
左右。
　　张玉清说，大陆孕妇
到港产子的数目不断增
多，2009年的数目达到3
万7253人，是同年香港
婴儿数目的45%。这数
目比2001年的7810人，
上升近五倍。当中部分新
生儿留港定居，部分返回
大陆居住，等到了入学年
龄再返回香港入学，这导
致了一批又一批跨境学童
的出现。
　　据报道，参加教育展
的香港学校主要宣传校园
英语文化和课程的多元
化，如果学校的位置交通
便利，也成为他们的卖
点。
　　另外，历届香港教育
展往往被解读成为“港校
到深抢生源”，但是今年
参展的港校校方表示，对
此说法要有不同的理解方
式。
　　新界元朗新田的惇裕

学校副校长张志宇在接受
媒体访问时就表示，大陆
教育有其优势，比如学生
在国语和数学方面有优
势；但是香港的教育也有
其特色。
　　因此，“抢生源”一
说其实并不恰当，港校来
大陆招生也能满足在深港
人的需求。
　　另外，香港本土因为
生源不足，一些学校确实
需要来深招生以填补空
缺，而且参加教育展也有
港校之间的潜在竞争。
　　但跨境学童的出现，
也制造了另一种社会问
题，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
表示，跨境学童在港的入
学年龄越来越小，跨境家
庭在深圳，没有机会接受
香港的社会服务，遇到婚
姻、管教等问题往往求助
无门。去年该社接到370
多件跨境家庭案例，其中
涉及儿童管养和照顾问题
有四成；四成则是婚姻、
经济和情绪问题。
　　至于大陆赴港产子数
目增多的趋势，有业内人
士预测，由于香港对在境
内出生的孩子赋予的种种
好处，包括香
　　港永久居留权，以及
大陆人的日趋富裕，赴港
产子相信还会盛行很长的
一段日子，除非中央或香
港的政策有变。

李韵琳　报道  
重庆特派员

　　星级评定向来是酒店
的专利，但近年来，中国
一些城市却把修建公厕也
推上星级评定的“星光大
道”，展开一场“公厕大
革命”。
　　重庆市上周开始对当
地公厕进行星级评估，还
要求未来新建的厕所都得
“上星级”，要“取星”
必需符合安装空调、厕所
周边要有绿地花坛、室内
墙壁采用大理石等材料等
条件。不过，许多市民和
网民纷纷认为，与其评定
星级厕所，不如多建一些
普通公厕。

规定公厕 
分“五个星级”
　　重庆市委近日出台
《重庆市星级公厕评定标
准》，规定该市的公厕将
分为“五个星级”，评定
标准的条件有8大项共62
条，其中三星级以上的公
厕就要有空调、提供厕
纸，五星级公厕外观要有
“可观赏价值”，建筑风
貌还要融入周边环境，不
能显得“突兀”，而所有
星级厕所女性蹲位数量一
定要多于男性蹲位，其中
三星级以上厕所的男女蹲
位比例是2:3，免得女士
等候。
　　符合上述标准的星级
厕所建设起来价格不菲。
重庆市前天挂牌的首个
“五星级”公厕耗资80
多万元（人民币，下同，
超过16万新元）建成。
该厕位于距离主城区一个
多小时车程的璧山南河公
园。
　　据了解，占地150平
方米的公厕开放后，日
均人流量400人左右。这
座不收钱的公厕内安装
有中央空调，24小时恒
温，夏季室温20摄氏度
左右，冬季保持在26摄
氏度。此外，该厕所大厅
中央还有一座欧式水晶灯
悬吊空中，墙上则挂有液
晶电视。
　　对于星级公厕标准制
定后是不是会“烧钱”

的质疑，重庆市环卫局设
施设备科科长刘锋指出，
标准是参照国家旅游总局
的风景区公厕星级标准而
来的，但该局做了大量的
修改以便适应重庆市的市
情。
　　刘锋说：“星级厕所
标准在一些小细节设计等
方面考虑很多。这些人性
化的设施是如厕的市民应
该享受的，只是以前我们
上惯了环境不佳的厕所。
我们的生活环境在变化，
厕所的环境也应该相匹
配，这个细节体现了城市
的品位。
　　“一个五星级厕所和
一个一星级厕所，主要的

区别在装饰方面，还有就
是人性化设施更多，在建
设成本上的差别并不是特
别大。”
　　重庆市目前有962座
公厕，新建公厕将鼓励
“上星级”。被评为星级
的公厕都全天开放，不收
费，一旦收费就不能评星
级。
　　除了重庆外，中国各
地近年来也都在打造五星
级厕所，但有别于这个在
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其他省市的星级厕所大多
建在旅游景区。
　为迎亚运，广州今年3
月首次按照国家标准评出
10座旅游景区五星级公

厕，要求全年室温26摄
氏度。中国目前最贵的
“五星级厕所”位于湖南
南岳大庙，该厕所是耗资
197万元建设。
　　然而，由于如厕者文
明素质低，加上公厕的管
理和维修水平差，星级厕
所命运一年不如一年。海
南岛早在2006年在全省
主要旅游城市、主要旅游
干线和旅游景区完成150
座星级旅游厕所建设。
　　然而，今年3月，有
记者到海口首家“星级厕
所”采访时发现，这间于
2004年耗资70万元至100
万元左右建设的厕所空调
已经不能使用，颜色看起
来也很旧了，有一扇厕所
的门已被卸掉，烘手机已
坏，小便池的冲水感应器
好多都已经不能使用，而
能够使用的冲水箱，由于
水压太小，一些大便冲不
走，只能残留在便坑里，
令人恶心。
　　考虑到其他城市的
经验，重庆市民陈静认
为，政府与其搞“形象工
程”，不如多建一些普通
公厕，并确保它们干净卫
生。
　　她说：“即使不谈这
些五星级厕所的造价，

光空调每日24小时恒温
开发，每天就需要浪费多
少电能。难道决策者不知
道民众需要的是在想上厕
所时，能在自己周围很快
就找到一个干净、能解内
急的厕所吗？建造五星级
厕所不能不让人想到地方
是在做面子工程和政绩工
程。”
　　另一名重庆市民张扬
则表示，厕所评星从表
面上来看是一件很不错的
事情，但也可能是劳民伤
财，或者说是把钱用到了
刀背上，实际意义并不
大，也许应该做的是考虑
像新加坡一样立法引导市
民保持公厕的卫生。
　　他告诉本报：“厕所
就是让人如厕的地方，干
净卫生就好了，搞太多的
花样，实在有浪费财力人
力的嫌疑。厕所评星级，
并不能解决现在重庆公厕
脏、乱、差的问题，最根
本还是要从立法的角度。
重庆人口多，而且绝大多
数都是农民，素质普遍很
低，更多的时候，用讲道
理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政
府有必要考虑立法，用一
定手段比如罚款、劳改，
让一些人明白哪些事可以
做，哪些事不能做。”

重庆公厕“星光灿烂”争“星级” 跨境上学　澳门也一样

杨永欣　报道 
广州特派员

　　苏州在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
指数调查中大放光芒，在六个评估项目
中都高居榜首，它们分别为公众公共服
务满意度、企业公共服务满意度、企业
经营环境、一般公共服务、总体公共服务
（公众）以及总体公共服务（企业）。
　　这项由南洋理工大学和厦门大学公
共管理领域专家通力协作、连氏基金全
资赞助的调查涵盖了中国32个主要城
市，其中包括省会城市、直辖市、副省
级市和其他重要城市。调查组昨天在广
州发布了调查结果。
　　对于苏州的突出表现，调查人员之
一——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
博士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苏州的光芒
与新加坡因素脱离不了关系：“我们不
能说新加坡因素是唯一的原因，但也
不排除是很重要的原因。新加坡的软
件转移对于苏州的公共服务有一定的
推动。”吴伟说：“我们还在分析苏州
突出表现的原因，但初步分析得到两
点：一，苏州的经济总量在地级市中占
首位，而虽然它是个地级市，但过去多
年来，它（的经济总量）可以与很多大
城市相提并论，只排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和广州之后，排名
第六。从经济总量可见其公共管理质量
有它的成功之处。二，苏州有中新苏州
工业园区，而在过去几年，新加坡贸工
部在园区里设了个软件带，专为苏州培
训干部。苏州过去几年有2000多名干部

受过新加坡的培训，他们学习了新加坡
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方面
的经验。”
　　据了解，受过新加坡培训的苏州干
部人数，是中国城市中最多的。南洋理
工大学也计划以苏州为目标，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吴伟说，苏州的突出表现值
得进一步探索，其他城市只能在某些领
域做得好，在各个评估项目里排名有上
有下，但苏州却能在所有评估项目里
都做得最好。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说：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增
长，中国的企业和民众对公共服务质量
的要求也将不断提升。优秀的公共服务
质量对增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至关
重要，也有助于社会和谐。良好的公共
服务同时也体现在提供更优的商业环境
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上。”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振明
教授说：“与其他的公共服务排名和指
数不同，这次的公共服务质量指数调查
用了从32个城市收集的一手资料，包括
上千份居民问卷和百余企业调查。”
　　据介绍，本次调查结合使用客观数
据和主观数据，使二者共同为评价的客
观、科学奠定基础。除了收集政府统计
年鉴数据，调查组还派出32个调查小组
到指定的城市采集问卷数据。调查组设
计了两种调查问卷，分别用于调查市民
和企业主对所接受公共服务的感受和主
观态度。
　　例如，根据调查计划，各城市的调
查小组会安排统一接受过培训的调查人
员到公交站点和各市地税办税厅观察等
候，从而记录收集该城市指定线路的公
交车等候时间，以及该城市税务登记速
度。

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

公众公共服务
满意度排名

企业公共服务
满意度排名

①苏州
②宁波
③深圳
④杭州
⑤厦门

⑥南京
⑦青岛
⑧北京
⑨长春
⑩大连

①苏州
②上海
③杭州
④宁波
⑤成都

⑥广州
⑦深圳
⑧大连
⑨青岛
⑩厦门

连氏中国城市调查

苏州公共服务 
质量全国第一

深港跨境学童多达8000人

苏州的突出表现，与新加
坡因素脱离不了关系。

重庆市前天挂牌的首个“五星级”公厕位于璧山南
河公园。（互联网）

这间“五星级”公厕日均人流量400人左右，安装了中央空调，24小时恒温。但其他地方的经验显示，由
于如厕者文明素质低，加上公厕的管理和维修水平差，星级厕所命运往往一年不如一年。（互联网）

澳门特区政府为方便跨境学童回澳门上学，今年新学年起在澳门关闸口岸新增
设学童入境专道，供11岁或以下的澳门学童使用。（新华社）

　　除了发布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指数调
查的结果外，南洋理工大学昨天也在广州举行了
首届亚太市长论坛，出席市长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的有我国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
燕、广州市长万庆良、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
长高登等。
　　傅海燕在演讲时说，亚洲城市在实现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上面对三大挑战。
　　首先，最根本的是如何使靠资源推动，转变
成靠生产率推动，接着转型为以知识、智慧推
动的经济模式；二，是如何在人口和经济激增的
情况下，提升城市的宜居性；三，为了使城市成
功转为知识型经济，它也必须具有带动民众的能
力，教育民众、工人和企业如何在转型的过程
中，应付日益激烈的竞争。
　　万庆良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
域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快，城市发展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既为我们改善和提
升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条件、新机遇，也使我们面
临许多新问题。
　　例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地区
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
扩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缺等“城市
病”日益突出，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标准日益增长，城市管
理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南洋理工大学昨天也在广州举行了第五届中
国毕业典礼。

跨境学童的出现，也制造了另一种

社会问题，跨境学童在港的入学年

龄越来越小，跨境家庭在深圳，没

有机会接受香港的社会服务，遇到婚姻、

管教等问题往往求助无门。

跨境学童

南大在广州举办 
首届亚太市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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