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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僑聯首長拜會梁振英
余國春陳有慶陳金烈陳智思等出席 堅決護港繁榮反「佔中」

港粵仁達聯誼會訪澳門仁協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粵仁達
聯誼會於日前組團赴澳門，拜訪澳門仁協
之友聯誼會，兩會首長舉行座談，進行真
誠坦率的敘舊和交談，全程收穫極豐。該
會會長、原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韋子剛任
團長，原廣東省人大常委王如登任副團
長，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任顧問。團員包
括劉佩瓊、楊耀忠、李歡、歐陽成潮、陳
植桂、謝浪、黎永培、朱文彬、吳惠蓉、
韋子邦、歐陽士國、葉明、顧毅斌等。此
行獲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贈送船票，王敏
剛設午宴招待團員。

座談交流響應「中國夢」號召

訪問團抵達澳門後，澳門仁協之友聯誼
會首長親自到碼頭迎接。賓主舉行座談
會，澳門仁協之友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吳仕
明介紹該會經歷及現在活動情況。韋子剛
和王敏剛亦在會上發言和致辭。兩會會友
暢談香港及澳門回歸後狀況，同時根據目
前政經形勢交換兩地持續發展看法，以及
交流兩地愛國同胞在響應祖國號召參與偉
大的「中國夢」應持的立場和態度，發言
熱烈，互相鼓舞。
其間，團員專程參觀「鄭家大宅」，緬
懷清末民初祖籍中山、世居澳門的鄭觀應
先賢，溯念其百年前樸素的民主與科學啟
蒙思想。團員之後乘車參觀澳門新建設及

市容。
據介紹，香港和澳門的廣大愛國同胞，

歷來對祖國的各項號召和活動都積極響
應、堅決支持，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創建
「中國夢」以來，港澳地區人民和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都舉行了各種座談和活動，
圍繞「中國夢」主旨進行具體化工作。
粵仁達聯誼會於香港回歸祖國時成立，

由於其時香港再沒有廣東省港區人大代
表，為維持人大代表參政議政、愛國愛港
的忠誠和能量，歷屆廣東省港區人大代表
倡議在港成立「粵仁達聯誼會」，藉此保
持與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及代表之間的聯
繫，以及在能力許可之下繼承及進行有建

設性的、有利於祖國人民和港人的事情。
該會近年亦吸收了一些有着共同意向、愛
國愛港的市民參加。
澳門仁協之友聯誼會是類似組織，他們

是由退任的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澳門代表
和委員組成，歷任澳門特區首長及中聯辦
首長是其榮譽贊助人，現屆會長吳福協助
建立會所，進行各種活動。

余國春、陳有慶、陳金烈、陳智思等
港僑聯會首長日前赴禮賓府拜會特

首梁振英，獲梁振英親切會見。梁振英
對港僑聯會首長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並
對香港僑界多年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維護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作出的貢
獻表示感謝，及鼓勵他們要繼續關心青
年，多做青年的工作，廣泛凝聚社會正
能量。

賀國慶會慶 邀特首主禮
余國春介紹了該會在「香港政改諮

詢」活動中所開展的工作和建議意見，
反映該會以及基層民眾強烈關注和擔憂
「佔中」行為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表
達了該會堅決反對社會上有些人搞違法
「佔中」的態度。
他並表示，該會歡迎及堅決支持國務

院日前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這將有助社
會全面準確認識和理解「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繼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

局面。
余國春對行政長官多年來關心和大力

支持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出席該會舉辦
的各項大型活動表示感謝，又邀請行政
長官出席和主禮該會即將舉辦的「慶祝
國慶65周年暨該會成立10周年會慶」
系列活動。

陳智思王欽賢李碧葱等抒己見
陳有慶、陳智思、王欽賢、李碧葱、

李潤基、沈家燊、徐新英等也就當前香
港社會所關心的問題陳述了看法，表達
了意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陪同梁振英

會見。
參加拜訪的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首長還有

副會長王欽賢、李碧蔥、李潤基、王錦
彪、李家傑、鄧楊詠曼、黃英來、沈家
燊、李文俊，秘書長陳志煒，司庫黃楚
基，常務副秘書長程燕，副秘書長徐新
英、鄭玉蘭、廖宇軒及辦公室主任李金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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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前排右六）、民政局局長曾德成（前排右四）與港僑聯會余國春（前排右五）、陳有慶（前排
左五）等一行合影。

■香港粵仁達聯誼會日前訪澳門仁協之友聯誼會，訪問團團長韋子剛(前右四)，副團長王
如登(前右一)，顧問王敏剛(前右三)，仁協常務副會長吳仕明(前右五)，理事長黃楓華(前右
六)。

港大力保三甲 日本一哥位動搖
THE亞洲之星 港6大列50強

復旦港MBA收生低 冀與港企合招學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近年香
港、內地在教育合作方面頗多交流，但因文化及語
言等差異，有時進展未及想像中順暢。內地名校復
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該校去年在香港設立的中文工商管理碩士
（MBA）項目，僅得20名學生報名，較計劃招生
人數縮水三分之二。不過，他強調即便虧本也要繼
續，因為現時有港生對祖國缺乏認同感，這項目可
以增加他們對內地的了解。陸雄文並計劃未來與港
企有更多合作，以招募更多香港學員。

陸雄文：迎滬自貿區掛牌商機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中文MBA香港班學制為期兩
年半，屬兼讀制，在港授課，學費25萬元。陸雄
文表示，近年香港與內地在資本、貨物、人才等
要素流動愈加便利，企業需要更多熟悉內地市
場、了解內地經濟結構的專業管理人才，更重要
的是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運作，意味着內地將掀
起新一輪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熱潮，包含無限商
機，故在香港開啟首個中文MBA正當其時。
不過，該校於去年10月的首期中文MBA進展

未有預期中順利，原計劃招收60名學員，結果卻
僅得20名。陸雄文透露，此項目的盈虧平衡點為
40名學員，故現在是虧本營運。據了解，由於普

通話水平欠佳，港生似乎並不熱衷於中文MBA，
而同樣的學費讀香港本地的英文MBA也可行，因
此不願意報名中文項目。
陸雄文強調，開班非為賺錢，故就算虧本，今

年仍然招生，旨在讓港生多了解內地的經濟發展
狀況，並增進他們對祖國的認同感。他指現時學
員一大半是港人，另有一小半則是在港中資機構
的內地僱員，希望未來港生比例可以達到七成，
內地學員佔三成，「這是一種相互的學習。」陸
又指，現在復旦在與港資公司洽商，希望公司可
以資助僱員就讀中文MBA，因為這對公司的長遠
發展大有好處，有利於港人融入內地校友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英國高等教育

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

cation，THE）今日公布「2014 年亞洲大學

榜」。今年有6所港校上榜，其中香港大學表現

最優秀，力保第三位置；浸會大學則是唯一排名

上升的港校，進步了八名，位列四十二。一直是

勁敵並同屬「年輕大學」的香港科技大學和韓國

科學技術院（KAIST），在多個排名榜經常「爭

崩頭」，結果今次KAIST排第八，力壓第九的科

大。雖然如此，由於本港有6校能殺入首50名，

故THE讚揚港校是「亞洲之星」，反觀最多上

榜院校的日本院校，卻欠缺危機感，「亞洲一

哥」地位隨時被取代。

泰晤士高等教育》根據院校的教學、知識轉移、國際
視野和大學研究等多個指標得出「2014年亞洲大

學榜」。今年首3所最強亞洲大學排名位置跟去年一樣，分
別是日本的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及香港大學。

浸大唯一港校「升呢」
在眾港校中，中大排第十二名，名次不變，香港城巿大

學和香港理工大學表現退步，前者跌三名至第十九，後者
跌兩名至第三十五。浸大是唯一排名上調的港校，由去年
第五十名，進步至第四十二名。
值得一提的是，科大和KAIST兩所亞洲區大學，過往在
同一機構發布的「年輕大學榜」和「全球大學聲譽榜」勢
均力敵，今次兩校再度碰頭，科大連續兩年排行第九，敗
給進步兩名至排行第八名的「老對手」。

日入圍數最多 內地緊隨
綜觀亞洲大學排名趨勢，日本有20所院校打入百大，成

為最多院入圍院校的國家。不過，有18所院校上榜的內
地，亦緊追其後，韓國則有14所院校上榜。印度院校進步
神速，去年只有3所院校上榜，今年急增至10所。
THE指，日本去年有兩所位列近榜尾的院校今年已經落

榜，而今年日本又有3所院校徘徊在榜尾，反映他們危機感
欠奉，似乎未有意識國際高等教育界的激烈競爭。相反，
日本的「勁敵」內地，其高等教育持續發展，除了北京大
學和清華大學分別排行第五名及第六名保持實力外，另有3
所院校排名也有進步，又有4所院校新上榜，日本隨時被迎
頭趕上，地位不保。

亞洲隨時挑戰西方精英校
負責排名榜的THE編輯Phil Baty，讚揚作為「亞洲之

星」的香港今年有6所院校上榜並全部打入50強，表現令
人眼前一亮。綜觀全球，北美和西歐院校仍然佔主導地
位，而新的排行榜提供一個清晰的畫面，展示亞洲區院校
已做好準備，挑戰傳統西方的精英院校。
浸大發言人就港校的表現表示高興，認為是國際學術界

對本港高教界多年努力的肯定和認同。多所本港院校發言
人均表示，排名對大學有參考價值，但不同的排行榜的評
分準則不同均影響排名結果，校方會繼續努力培育優秀人
才，貢獻社會。

《

■今年有6所本港大學上榜，港大表現最優
秀，高踞第三名，跟去年一樣。圖為港大校
園。 資料圖片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倫敦商學院國際商務碩士雙學位項目簽約儀式，
陸雄文（前排左）接受了本報專訪。 章蘿蘭攝

亞洲大學排名榜
部分院校排名

2014年 2013年 國家或
排名 排名 院校 地區
1 1 東京大學 日本
2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3 3 香港大學 香港
4 8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5 4 北京大學 中國
6 6 清華大學 中國
7 7 京都大學 日本
8 10 韓國科學技術院 韓國
9 9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10 5 浦項工科大學 韓國
12 12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22 19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35 33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42 50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資料來源：THE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
world-university-rankings/)

■浸大是唯一排名上調的港校，由去年第五十，進步至第
四十二名。圖為浸大校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