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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演藝
學院新校長華道賢(Adrian Walter)最近由澳
洲來港履新，他昨日與傳媒茶 時表示，
演藝提供予學生練習的場地不足，故已在
校園附近尋找地方，又會整理現存校舍的
設施使用表，提升使用效率。談到未來發
展大計，他希望增加學生的實習機會，讓

畢業生的能力更貼近市場要求，以強化競
爭力。

演藝學院的校舍建於上世紀80年代，約
可容納600名學生，但目前學生總人數已
達750人，「逼爆」校園練習場地。華道
賢表示，知道香港寸金尺土，明白學生難
處，「如果要他們在500尺的家中練習樂

器，對家人來說是個難題，影響他們生
活。」針對校園不夠練習場地，華道賢指
短期而言，校方正在校舍附近物色場地，
例如租借一些現有劇場供學生練習。他又
會重整校內的設施使用表，希望盡量提升
使用效率。長遠來說，演藝學院會在學院
東北面增建一幢樓高9層的教學大樓，設

有排練室、課室等；目前劇院大樓亦會進
行頂層擴建，建成後學院總面積會增加1
萬平方米，預計最快2014年可落成啟用。

就早前有報道披露，演藝學院首份檢討
報告指出，部分畢業生對自己主修的專業
並不熟習。華道賢強調，未來會加強學生
的在職培訓，現正與不同商業團體和校友
會聯絡，希望對方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讓
學生親身體會商業世界的運作，加深實戰
經驗，讓學生有能力提供藝術與商業元素
兼備的服務。

演藝學院校長華道賢履新

昨日早上約7時，梁振英聯同吳克儉現
身政府總部，冒雨慰問絕食的學

生，兩人並無打傘，就直接走向學生當
中，與「學民思潮」的代表對話，聆聽意
見。梁振英呼籲集會的同學應先看國教科
的教材，若真的有疑慮者，可在「開展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中發聲，「討論
完才決定3年的開展期如何」。

參考教材不存在「洗腦」
他強調，政府不會硬推國教科，亦不會

推自己的教材，而推出參考教材會經「委
員會」審議，不存在「洗腦」問題，期望
各界於未有參考教材之前，能持開放的態
度、實事求是地看待此科。他再三提醒學
生，在雷暴警告生效下，要保重身體和注
意安全。

至於「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主席胡紅玉，則於下午3時探望「學民思潮」

的學生，其間她提醒同學要保重身體。胡
紅玉表示，委員會將於本月再開會檢視科
目的推行，現時暫未有定案；並強調學校
有3年開展期適應課程，伸縮性很大。她指
委員會職權範圍很大，每個可能性都有討
論空間，即使委員意見不合，亦可以撰寫
少數報告。

強調有3年開展期適應
雖然政府高層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已釋出善意，但
「學民思潮」發言人黃之鋒揚言，梁振英並
無誠意，指他不停重複過去的論點；又口
出惡言叫胡紅玉「停止做騷」，要立即撤回
國教科。胡紅玉回應指，會尊重大家的意
見，希望有機會與同學討論。

一直試圖抹黑國教科的教協，昨日亦乘
機重提罷課、罷教的建議。教協副會長黃
克廉表示，政府面對反對意見充耳不聞，

強推國教科，該會表示遺憾；由於「民間
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今日發起集會，
希望政府給予「滿意答覆」，否則在本月3
日開始，或會發起「不合作運動」，包括罷
課及罷教。

家教會質疑教協罷課極端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思嫣表

示，教協作為教師組織，更應相信老師的
專業操守，他們均背負教育下一代的重
任，故不可能「洗學生的腦」，「教協反國
民教育，根本是自己對教師無信心！」她
又質疑，教協發起「不合作運動」，手法極

端，會為學生立下壞榜樣，「就好像教導
下一代凡事不順意，即與師長對立」。作為
家長的她，希望絕食的學生理智表達意
見，不應罔顧健康。

政策關注社批罷教太激進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認

為，教協的建議是用政治手法處理學術問
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如果罷課、
罷教會影響學生，此舉太激進，建議教協
應該循理性和平和的途徑，與當局討論和
磋商，加入「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
會」總比激烈行動奏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

特首梁振英昨連同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與在政府總部集會的學生
對話，其間心平氣和解釋政府立
場，並邀請同學加入「開展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不過，
這邊廂學生卻甚不耐煩，一直不
理會梁振英的解釋。其間，梁振
英兩度希望與「學民思潮」發言
人黃之鋒握手，但後者拒絕回
應，並高叫口號，對梁振英的善
意並不領情。

黃之鋒拒與梁握手
在梁振英與「學民思潮」的黃

之鋒對話期間，黃一直批評政府
漠視民意，面對學生代表不住的
指責，梁振英耐心聆聽，態度從
容並點頭作回應，並再三強調日
後推出的參考教材必會經過專責
委員會審議，科目不存在洗腦。

對話持續幾分鐘後，黃之鋒向
梁振英遞上「捍衛思想自由，反
對洗腦教育」的示威牌，梁打算
握手示好，但黃視若無睹，然後
隨即高叫口號。

梁接過牌後，再度與他握手，
又再被拒，黃只以鞠躬「回
禮」，他批評梁只是來「做騷」，
故拒絕握手。

家長市民一度對罵
集會期間，有不滿政府推行國

民教育的家長，帶同子女前來
「聲援」絕食的學生；不過，同
時亦有不滿「佔領政府總部行動」
的市民到場質疑集會人士的動
機，雙方一度互相指 ，最後由
旁人勸阻，事件終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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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先看教材 重申不強推 胡紅玉慰問聽意見
特首冒雨探反國教科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學民思潮」發動所謂的「佔領政府總部

行動」及絕食，以威脅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關行動昨進入第

二天。為釋除學生對國教科試行的疑慮，特首梁振英昨早聯同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冒雨探望絕食學生，而「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

玉亦於下午到場予以慰問，在釋出善意之餘，亦聆聽學生意見。梁振英重

申，政府在推出參考教材之前，要先通過上述委員會審議，故不存在洗

腦，而當局亦不會硬推該科。

■華道賢是

復古派結他

演奏家，來

港出任香港

演藝學院校

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梁振英及吳克儉昨冒雨探望絕食學生，接收「學民思潮」的反國教科示威牌。

亞歐出版博覽會9月初開幕變屏手機TransPhone全球首售

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會芳 克拉瑪依報道）

2012中國新疆旅遊商品博覽會（以下簡稱商
博會）日前在世界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
克拉瑪依市舉行。是次旅遊商博會在新疆落
成的會展中心舉辦，吸引了來自廣東、上
海、福建、山東等十餘省市的一千餘個家展
商參展。是迄今為止疆內參展商最多、規模
最大、特色最突出的旅遊商品博覽會。

本屆商博會致力於「拓展旅遊產業功能，推
動旅遊商品創新、促進旅遊經濟發展」，以

「旅遊商品交流交易」和「旅遊商品創新設計」
為核心，堅持「產業化、專業化、市場化、
品牌化」，把旅遊商品博覽會培育成集商品展
示、交流交易、合作開發、形象宣傳於一體
的品牌展示平台。

「世界石油城」打造旅遊市場
克拉瑪依位於新疆旅遊北線的中間點。作為

新中國開發的第一個大油田，紅色旅遊資源
豐富，大漠、浩瀚戈壁、百里油區，以及世

界魔鬼城的神奇雅丹地貌，都能在克拉瑪依這座石油城
飽覽風光。

克拉瑪依市委書記徐衛喜在開幕式上表示，大力發展
旅遊產業，是克拉瑪依打造「世界石油城」戰略的重要
內容，作為旅遊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旅遊商品是地域
文化的載體，也是旅遊走向市場的重要媒介。

記者在展會現場看到，展品不僅有做工精良的金絲玉
精品展銷、克拉瑪依旅遊攝影大賽作品展，還有旅遊商
品、戶外用品、裝備設施、奇石玉器等旅遊商品，同
時，展會組委會還組織了旅遊文化特色美食博覽會、新
疆原創音樂大賽等主題活動。

莞保稅物流中心「一站式」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淑英 東莞報道）東莞保稅

物流中心日前設立武警查驗辦公專區，企業貨物查驗無
需再等待武警現場查驗人員從虎門港碼頭趕來，縮短了
企業通關時間。此前，東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在保稅物
流中心設立保稅監管科，使企業辦理通關單業務節約了
1個多小時。據悉，自8月1日起，東莞保稅物流中心已
全面實現了「一站式」把關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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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歐

陽舒楠 瀋陽報道）「我們的目標是兩
年內改變手機和計算機領域的佈局，
讓全球都喜歡用TransPhone！」近
日，華移聯科總裁、TransPhone（傳

頌）創始人周朝暉在接受本報專訪時
透露，TransPhone作為「中國創造」
的典範、全球首款變形手機，其一代
自上月20日在官網首售以來，銷售量
達千量級，市場反響強烈，目前正醞
釀三個月後發售二代產品。

重港影響力 冀推實質合作
周朝暉坦言，香港是中國高科技產

品的窗口。TransPhone通過將3.5寸智
能手機與7寸大屏結合的時尚、實用
組合實現數據的無縫對接，將傳統手
機消遣碎片時間的功能轉變為消費整
段時間，引領手機真正意義上的大變
革。這對於香港的高端時尚人群將構
成巨大的吸引。

周朝暉還首次披露，未來將謀劃企
業上市，香港將是優選之地。希望將

香港作為打開市場的橋頭堡，輻射全
球。借助香港的時尚感和高端市場提
升高檔手機的普及率，華移聯科冀在
港尋求適合的運營商，合力打開香港
市場，達成實質合作。

對於目前日趨同質化的手機市場，
周朝暉表示，未來中國的手機行業將
摒除現在只較配置的商業「軍備競賽」
狀 態 ， 轉 而 更 注 重 用 戶 體 驗 。

「TransPhone 與華碩PadFone最大的
區別在於，我們在用手機的概念做產
品」，而這極有可能成為手機行業的
風標。

周朝暉暢言，「平板電腦只是手機
的延伸，手機電腦化將是大趨勢。未
來，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最終將成為互
聯網終端的兩個重要分支，而平板電
腦將走入雞肋的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會芳 烏魯木齊報道）

作為第二屆中國—亞歐博覽會重要活動之
一，9月3日至6日，首屆中國——亞歐出版博
覽會將在新疆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博覽會以

「睦鄰交流、合作發展」為主題，已吸引美
國、蒙古等11個國家參展，香港、台灣和內地
多個省份出版機構也已確認參展。

11國及港台等出版機構確認參展
據介紹，現已有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土耳其、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巴基
斯坦、印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美國等11
個國家18家出版機構確認參展。台灣、香港的
3家出版機構和全國對口援疆的盛世出版單位
以及國內部分大型出版集團均已報名參加。

新疆新聞出版局黨組書記石永強說，出版博
覽會已落實展場面積500平方米，55個標準展
位，其中國外展位10個、港台2個、內地各出
版集團30個、新疆展位10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冕、劉坤領 北京報道) 由中關村示範區內的66

家境內外上市企業共同籌備發起的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日前正式成

立。科興生物公司總裁尹衛東當選為首任會長，百度、新東方等公司

成為會員單位。

尹衛東表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
示範區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科技

創新中心，擁有200多家海內外上市公
司，十月份協會將組織部分上市公司赴
香港進行路演。

十月份組團赴港路演
組委會表示，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旨

在通過分析上市公司成長數據、總結發
展規律，從而更好地為其成員單位、投
資人及資本市場、政府及有關部門制定
相關政策提供服務。中關村示範區上市
公司數據庫也隨之建立，將有助於中關
村動態信息平台的建設。

由協會組織編寫的《2011年中關村上
市公司競爭力報告》也同時發佈。報告

顯示，截止2011年底，中關村上市公司
的總市值已超過13,000億，擁有超過
2,800億元貨幣資產，為投資新興產業提
供了資金儲備。

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傅華在成立大會上
指出，協會是由上市公司自發成立的社
會團體，將促進上市公司運作、健康發
展，帶動更多的企業改制上市，做大

「中關村板塊」。

「中關村板塊」獲認同
目前，中關村擁有上市公司總數達到

223家，包括境內資本市場144家，境外
資本市場79家，其中境內創業板上市公
司61家，佔全國的七分之一，在創業板
形成了「中關村板塊」，得到境內外資

本市場的高度認可。
中關村是內地創新創業資源最豐富的

區域，也是創業投資最活躍的地區，擁

有高新技術企業近2萬家，每年新創辦
企業3000多家，符合境內創業板財務指
標的企業近千家。

■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在京掛牌。 吳冕 攝

■新疆自治區旅遊局黨組書記李繼東在商博

會開幕式上致辭。

■周朝暉，U盤發明人之一，現為中

國通信工業協會副會長，華移聯科

（ 瀋 陽 ）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總 裁 ，

TransPhone（傳頌）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