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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政
府近年積極資助青年內地考察活
動。兩名香港樹仁大學學生，去年
便獲資助分別到北京及福建實習1個
月，親身體驗過內地工作和生活文
化，更令他們萌發畢業後赴內地工
作的想法。有舉辦交流團的機構負
責人勉勵青年人應開拓視野，提高
個人適應力，積極把握機遇探索內
地市場潛力，為個人出路及就業作
好準備。
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

考察團資助計劃」，本年度批出約460
萬元予9個分別前往京、滬、川、渝
等地的交流項目，約有650人受惠。
去年曾獲資助參加赴北京參加暑期
實習的仁大工商管理學系三年生趙
家雯，獲安排於中國移動從事市場
傳銷工作，她笑言是次經歷讓自己
了解到內地電訊業巨頭運作，也列

席體驗大型項目的招標工作，感到
內地同事熱情好客，是難得機會。
仁大輔導心理學系三年生李啟

禧，則獲安排到福建福州聚春園集
團酒店實習，難忘學習同時捧5支
1.25公升的果汁，及主管以1.5分鐘整
速整理好床鋪。他指該酒店管理已
獲ISO國際質量認證，活動令他了解
內地市場的發展潛力，並會視乎發
展前景和晉升機會，計劃畢業後到
內地工作。

陳俊濠：盼速建人脈 作職業規劃
每年統籌青年內地交流活動為逾

千名大專生提供跨學科實習體驗的
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主席陳俊濠
指現時各地學生都對中國市場興趣
濃厚，港生更應開放態度考察內地
探尋機會，他寄語港生盡早建立內
地人脈，並及早作好職業規劃。

沈祖堯赴隴建橋 體味最好國教

獲自然科學一等獎 料兩年內成熟助國家產業升級
注塑機精密25倍
科大研製系統

考獲「3322」幾可保錄取 活動多姿彩 回憶難忘懷
文憑試剛結束，70所

內地高等院校免試錄取
計劃報名已經正式開
始，如何選擇院校志願
順序和選擇學科志願，

以增加入讀心儀院校和學科的機會，是不少同學的
共同問題。

掌握各校資料 報讀得心應手

2012年的免試錄取計劃有4,247人報名，達最低錄
取標準者1,690人，獲錄取1,489人，最終確認錄取971
人。從去年數字可見，由於院校共提供3,000個學
額，只要考生文憑試能考上「3322」的門檻，幾乎肯
定可以獲內地院校錄取。初步了解，去年的63所招
生院校中，有40多所院校錄取線訂在3322，只有約10
多所院校錄取線高於3322。因此只要掌握各院校的錄
取名額、了解那些院校競爭較激烈及那些院校錄取
標準高於3322，在填報志願時就可得心應手。
去年報考人數較多高校依次為：暨南大學（2,559

人）、中山大學（2,439人）、廈門大學（900人）、武
漢大學（887人）、廣州大學（862人）、復旦大學

（757人）等。而很多熱門名校名額不多，清華和北大
名額只有5人，中國人民大學和上海交大只有10人。
另錄取標準方面，高於3322錄取標準的院校有：清

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南大、津大、南開、
淅大、人大、上財、同濟、川大、武大、廈大、上
外、北外和暨大國際學院等。
今年各校藝術類專業的錄取門檻降低至2211，部分

院校要求考生加考專業試，如廣州美術學院和星海
音樂學院將在6月為考生安排專業試，其他院校如西
南大學、華僑大學等一般只要求學生寄上個人作品
和證書、獎狀等。

「校長推薦」英文差仍有機

在「校長推薦計劃」下，每所中學可推薦3位學
生，標準可微調為3232，即獲推薦學生如數學科考獲
3級，即使英文科只考獲2級，仍可獲錄取資格。英
文科未如理想的考生可積極爭取校長推薦，以增加
錄取機會。重考生，可選擇2年成績合一，取最好成
績報考，高考的重考生亦可報考。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不知不覺來華大已
一個半學期，隨 時
間的積澱，華大已成

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人認為，內地大學的學習生活枯燥乏味，其實非

也。華大可說是活動最多的內地大學之一，且內容多元
豐富。活動一般由學生會或各個社團舉辦。在華大餐廳
樓下的空地上，幾乎每天都可看到辯論比賽、創業比
賽、歌唱比賽等招募參加者。通過這些活動，參加者可
以鍛煉膽量和口才等綜合能力，故很多人說華大是一所
活動性和自主性比較開放的大學，以其獨特的校園文化
培養許多傑出社會人士。

辯論建立友誼 適應生活節奏

大一首個學期，我與班裡內地同學組織一個4人辯論
隊，參加工商學院舉辦的工商盃辯論比賽。還記得當時
大家拿到辯題後，利用所有課餘時間埋頭找資料，通宵
達旦修改辯論稿。最後，我們進入了半決賽。內地生的
靈活思維和表達能力令人稱服，亦讓我自愧不如。雖然
最後輸了，但能與隊員建立深厚友誼，並明白團隊重要
性，也證明港生也能適應內地大學的生活節奏。

大一打基礎 大二選專業

工商管理學院是校內最大學院之一，我選擇的工商管
理類學科，是學院大一必修的基本專業大類，至升讀大
二就可根據成績選擇心儀專業。工商管理包括人力資源
管理、市場營銷、電子管理、工商管理、財務管理等專
業，當中與會計相關科目較難，「掛科率」較高。不
過，港生都很勤奮，若不懂就會向老師或內地同學請
教。而院長和老師一直都鼓勵港生刻苦學習，又開設普
通話班和簡體字班，並組織港生與內地生一起參與課外
活動，如野外集體培訓、參觀博物館和文化故址等，讓
港生更好地了解福建當地文化。
我非常積極參與和協辦學院活動，記得在一次全校音

樂劇比賽，我和同學都很認真排練，最後贏得三等獎。
我還在校內籃球比賽中與比賽的激烈和啦啦隊熱情來了
一次碰撞。
另外，我還擔任粵語培訓計劃老師，向內地生介紹粵

語文化。這些都是我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
■華僑大學12級工商管理系

潘建文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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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起開展，港科大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
工程學系教授高福榮及浙江大學科研人員針對現有製造業5

方面問題，包括程序控制、過程監測、過程設定、優化及新型品
質測量，於理論及技術層面提出嶄新思維，並取得顯著突破。高
福榮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產量增幅連續20年
居全球之首，但企業多屬勞動密集型，高端產品缺乏核心技術，尤
其是要求較高的小批量及高附加值產品，包括機械零部件、電子
產品、食品加工、生物製藥等。因此，該類產品只能依賴進口。

建模難精準差 難直接質量控制

高福榮解釋，以製造業常見的注塑成型為例，內地注塑機製品
質量不穩定，報廢率高，耗能高且附加值低，雖然注塑機產量佔
全球七成，但對應產值只有9%，技術效能低，「實際上出口的
只是（製機器的）鋼鐵」。目前內地業內面對機理建模困難，而
且批次過程採取開環控制，精準較差，又欠缺有效檢測方法，難
以實現直接的質量控制。

不增成本 提升質量

針對有關問題，研究團隊首先根據加工程序的過程相似性，提
出了「模型移植」的概念及快速建模方法；其次在過程控制中，
參考批次過程中的動態信息，提升控制精度，又建立「關鍵時
段」、「關鍵量變」分析等線上監測估算方法，同時研發了「電
容感測器」，以測量成型產品的品質。
整個高精密控制系統，大大提高了產品精準度及製造效率。高

福榮指，目前內地注塑機「開/鎖模定位」可精細至約3毫米至5
毫米，利用新研發的系統能收緊至0.2毫米，精密程度達15倍至
25倍，甚至比歐美、日本等地先進注塑機精細至0.5毫米更佳。
成本上，以50噸鎖模力注塑機為例，德國製機器價格約為50萬元
人民幣，而內地使用新系統的機器則只須約5萬元；新技術可在
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達到產品質量的提升。

兩年內產業化 獲多項國際肯定

高福榮表示，研究團隊目前正積極於南沙的科大霍英東研究院
進行應用測試，並與兩所塑膠製品企業展開合作計劃，期望能於
1年至2年內達至技術成熟及產業化。項目成果亦已獲多項國際肯
定，長遠而言，更可望為全中國的製造業帶來改革契機，推進技
術革新和產業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中國被稱為「世界工

廠」，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四成以上，地位舉足輕

重。不過，現時內地製造業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特

別是高附加值工業方面的產值效能有所欠缺。針對有

關情況，由香港科技大學學者領導的研究團隊於「批

次過程高性能控制系統」研究取得突破，大大提高小

規模而高技術零件於自動化製造過程中的效率及精準

度；以塑膠行業廣泛應用的注塑機製作為例，系統可

令精密度較現有高15倍至25倍，而成本則只是歐美先

進國家的約十分一。該項目獲頒2012年度國家教育部

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並與企業開展合作，預計可於1年

至2年達成熟階段，可望促進國家產業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科大學者
高福榮領導「批次過程高性能控制系統」項目，
與內地工業發展歷程淵源甚深。自改革開放以
來，內地提倡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4個現
代化」建設，在強調實業興國的大時代背景下，
高福榮於1981年入讀中國石油大學，毅然選擇自
動化專業並取得學士學位，後再獲國家教育部獎
學金遠赴加拿大繼續深造，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
在澳洲Moldflow國際化工公司負責「注塑過程的
智能控制」項目，於1995年加入科大。

做中國特色研究 助內地發展高新

具國際化閱歷及學術背景、並曾多次與韓國
LG和內地中、小規模企業交流的高福榮坦言，
內地製造業的自動化技術水平較低，人手操作性
高，產品檔次以中低端為主，高端則依賴進口，
而國外進口的機械價格高，性能亦未必切合國情
所需，「因此要做具中國特色的研究，協助內地
發展高新核心技術，增強製造業發展的可持續
性」。
「批次過程高性能控制系統」研究項目歷時近

20年，為程序監測及優化奠定了重要基礎，高福
榮至今亦是注塑過程領域的學術權威。

20年「批次」研究路 成注塑領域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最貧乏
農村的生活體驗，往往能予人最深刻的反
思。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與一眾師
生，月初隨「無止橋」項目幹事到甘肅省
的偏遠農村興建「中大金禧無止橋」。走
在垃圾遍地的路上、蹲在與雞鴨同便的地
洞邊、睡在炭火煙燻的炕床上，這固然令
他「嚇一跳」；但看到村民親切的微笑、
想到城市的發展建基於鄉村的奉獻、觸到
村民那雙粗糙的手，沈祖堯不禁於網誌撰
文感懷，呼籲大家回報血肉相連的同胞，
一同努力和探索，又直言當中所得：「有
甚麼比這樣的國民教育更好？」

無奈城鄉變遷 增祖國憂患感

是次為沈祖堯50多年人生第一次於農村
生活，雖然自覺準備充足，但親歷當地資
源貧乏環境，以至「衛生間」與雞鴨同便
的地洞等情況，亦令他嚇了一跳。不過，
在多天建橋、修亭工程中，看到農民與大
自然連成一片、與世無爭的生活，「都贈
予我們至真至善的微笑」，甚至有村民以
粗糙手牽 他手，滿口鄉音天真地問及
「你真的是香港來的甚麼大學校長嗎？」
都令沈祖堯找到城中罕見的溫暖。
難得的體驗，亦勾起沈祖堯對國家近數

十年來城鄉變遷的認知，以及對祖國的憂
患感。他指多年來「農村盡其所有，單向
地奉獻於城市」，付出了自己的資源及人
口，又引用無止橋基金會代表穆鈞的說
話︰「當我們在看到各種農村亂象，抱怨
地方官員的功利或村民們所謂的『愚昧』
之時，可曾想過，城市裡大多數的我們，
正是當年那些永別鄉村的『精英』後代
⋯⋯客觀而言，這一切，也是中國社會發
展的必經階段，有太多的無奈和困境是我

們無力改變的。」
這樣的回想亦漸漸化作回報同胞的心

願。沈祖堯呼籲師生「挽起褲腿，俯下身
⋯⋯與血肉相連的同胞們一同努力和探
索」。他希望有一天，城市與鄉村的區別
可如穆鈞所說︰「不再是發達與落後，富
足與貧困，而是代表 兩種相互平行且各
富魅力的棲居模式。」此間種種，亦令沈
祖堯深深沉思，那可能是對港人最好的國
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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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榮及其團隊研發的「批次過程高性能控制系統」

中的注塑機，該研究榮獲2012年度國家教育部自然科學

獎一等獎。 莫雪芝 攝

▲

▲高福榮研究團隊突破性研發了電容感測器，協助測

量注射成型產品的品質。 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