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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在家人陪同下參觀北
大校舍。
蘇洪鏘 攝
◀左起：李敬恩、李佩雯、李
兆基、李家傑、李家誠。
蘇洪鏘 攝

恒地主席「四叔」李兆
基熱心公益及關心教育，
近日先後走訪內地兩大頂
尖學府清華大學及北京大
學。昨天在北大的交流活動中，
四叔參觀了以其名命的校舍。而
他的家族成員繼續緊隨在旁，包
括長子李家傑、次子李家誠、長
女李佩雯、外孫女李敬恩等。
在當天午宴上，北大校長林建
華致詞時表達了對李兆基慷慨捐
贈及對教育貢獻的致謝。而四叔
致詞時提到曾有學生請教其致富
心得，他則有四句勉勵學生，似
乎對於當下創業難的年輕人同樣

異曲同工。
一、刻苦耐勞，勤奮努力。
二、經濟未定，不宜早婚，太
早結婚便有家庭負擔，很難有餘
錢，有能力才好結婚。
三、要有第一桶金，以錢賺
錢，沒有第一桶金就難變富豪，
有則可一變二、二變四，以錢變
錢。
四、男最怕入錯行，女最怕嫁
錯郎。如果入地產金融，最近就
好易搵錢，以我為例，像我入地
產及金融就對了，香港的農民就
難致富了。■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 北京報道

反對派故伎重演拉創科
「人力雙陳」長毛耍賴拖時間 建制議員：點對得住市民

審議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和陳
志全再發動拉布，發言重複兼東拉西扯。其間，社民連議員
梁國雄（長毛）又以要求當局提交文件的無聊理由提出休會
辯論，浪費大量時間；加上多名反對派議員以規程、創科局
時間表和藍圖等空泛和枝節問題糾纏，財委會昨日未能就撥
款表決。多名建制派議員強調，創科局是香港社會的共同需

財

■多名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再拉死創科局只會對不起香港市民。

記者梁祖彝 攝

譚耀宗促莫乃光說服反對派
對於反對派議員再度拉布，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批評內容重複，指立法會
為一個議題討論三年多，已創立法會紀錄。他說，最近在地區都聽到市民
說不要拉布，否則搞死自己。他又認為再糾纏細節無意思，最重要是創科
局成立後才能具體監察，才是實事求是地議事，促請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
光說服反對派議員支持，再拉只會對不起香港市民。

葛珮帆：死咬創科藍圖不現實

王國興：最終是市民青年損失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強調，設立創科局是香港社會、科技界和年輕人的需
要，再拖拉下去，損失是市民和廣大年輕人。他認為，現時事件炒完又
炒，市民要阻止立法會再拖慢香港發展，惟有在下月區選運用神聖一票，
要求發動拉布者及其幫兇票債票償，是令創科局不被拖垮的惟一方法。

葉國謙：市民對拉布已極度反感
第二節會議期間，梁國雄又根據財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段，動議財會即
時休會辯論，要求當局就成立創科局再向委員會提交文件。附和的陳偉業
在經過三年討論後，仍聲稱有文件說明有助了解，可促進議員支持云云。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強調，以休會辯論方式要求當局提交文件
並不合適，促請反對派注意創科局是社會需要，市民對拉布極度反感。其
後，在梁耀忠建議陳健波可主動要求當局提交文件，換取梁國雄主動撤回
動議，最終陳健波決定接納建議，梁國雄撤回，會議提早結束，下星期五
繼續。

盧偉國批語言偽術造平和假象
多名反對派議員在會上稱讚陳健波持平主持會議，令會議氣氛不致過去
般緊張。不過，工程界議員盧偉國會上指出，昨日的討論看似平和，實際
上，反對的議員仍有意拉布，拖垮創科局，批評他們知道拉下去不得民
心，才用各種言語製造平和假象。

蘇錦樑：若通過 14 天落實創科局
出席會議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出，創科局已拖很久，已回
應多次同一類別的問題，重申創科局維持香港長遠發展，創造就業，有利
帶動科技商品化，科技和工業結合會積極考慮；一旦通過撥款，14 天內可
落實成立創科局。

顏寶鈴：港人心厭鬥思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昨日表示，「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
後，香港人心厭鬥思治，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為當務之急。她批評反對派為
政治利益頻繁拉布，不惜拖慢經濟民生癱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最後只會
盡失民心。她呼籲反對派議員放下爭拗，共同推動香港經濟繁榮發展。

■蘇錦樑指出，創科局已拖很久，已回應多次同
■「人力雙陳」及長毛發言重複兼 一類別的問題，重申創科局維持香港長遠發展。
東拉西扯。
記者梁祖彝 攝
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早前委任何君堯等人出任嶺南大學校董
會成員，反對派抹黑何君堯獲委派打壓嶺
大的反對聲音，嶺大學生會更計劃下星期
一在校董會場外示威。何君堯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他願意與學生見面，又
強調進入嶺大不會針對學生，而是會循循
善誘勸導學生，讓學生勿再以粗口歌表達
不滿。
曾公開批評嶺大學生會在校園音樂會中
邀請校外人大唱粗口辱警歌的何君堯，昨
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解釋，自己當時批評
學生會容許粗口辱警，是因為學生當時並
非擇善固執，而是冥頑不靈、死不認錯。
被問及若再發生粗口歌事件，他表示會
循循善誘勸導學生，又指自己並非反對人
講粗口，但認為應有更多方式去表達意
見，而非以 3 分幾鐘以歌詞「問候」別人
母親來表達不滿。

指加入校董會是為大學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雖然各界都希望校
園可遠離政治，但部分大學生卻樂此不疲地在校內
「搞抗爭」。嶺南大學學生會昨日在其 facebook 上
聲稱，他們的短期目標是要「否決」5 名新任校董
的任命，更預告會於下周一的校董會會議時發起示
威，當面質詢各校董，又威脅稱「不保證屆時不會
出現混亂」。中大學生會亦稱要於下周二校董會會
議時「狙擊」校董，要求他們就「學術自由」及
「院校自主」表態。
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委任5位嶺南大學新校董，部分
學生隨即針對新獲任命的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及律師
陳曼琪作出人身攻擊，前晚更舉行「商議大會」，並
訂立短、中、長期目標，誓要「統領嶺大」。
嶺大學生會會長劉振琳昨日宣稱，將同時發起 3
個行動，包括於下周一的校董會會議時發起示威，
及在下月 9 日至 12 日，就特首在校董會的角色及權
力發起校內「公投」，又會舉辦論壇要求校董和學
生直接「對話」。
劉振琳稱，他們在下周一示威時「不會主動發起衝
擊」，但「不保證屆時不會出現混亂」，又承認所謂
的「公投」並無約束力，但「公投」結果對學生會有
約束力，往後每屆學生會都需要跟隨有關結果。

中大教授：無故逼表態「此地無銀」

反對派完敗 盼與政府建制多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拒絕在選舉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
上與建制派協調，更狂言要「全面開
戰」，結果在 36 個正副主席職位中，建
制派取得 31 個，反對派可謂「求仁得
仁」。反對派自知「玩出禍」，在昨日
舉行的「泛民會議」中提出要加強與建
制及政府的溝通，又要求內會主席梁君
彥及財會主席陳健波在做重大決定前，
應以短訊通知「泛民」，又期望「泛
民」代表能每星期與政務司司長會面。
梁君彥指，即使「泛民」未能擔任內委
會副主席，仍然樂意協助「泛民」與政
府溝通。陳健波則指，自己曾要求在創
科局成立前列席「泛民會議」，但被
「泛民」拒絕，但他亦已向當局轉達了
他們的關注。

梁君彥陳健波罕有列席「泛民會議」
「泛民會議」議員昨日下午舉行會
議，梁君彥及陳健波罕有地列席。梁君
彥在會後表示，雖然「泛民」今屆出人
出選內會副主席，但認為與「泛民」的
溝通十分重要，而昨日會議主要是與對
方「傾吓偈」，其間並與「泛民會議」
召集人何秀蘭（Cyd）達成共識，「如內
會有什麼特別事，就會同Cyd傾。」
他續說，自己樂意協助「泛民」議員

8 立會議員任中大港大校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委會昨日
分別選出3名議員，自由黨張宇人、民建聯葛珮帆和民
主黨黃碧雲加入中文大學校董會；5 名議員則加入香港
大學校董會，包括民建聯議員鍾樹根、經民聯議員石
禮謙、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獨立議員謝偉俊和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

資料圖片

嶺大中大學生會
謀下周「狙擊」校董

要，批評反對派再拉死創科局只會對不起香港市民。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則引述科技界一封致立法會議員的公開信，提到業界
再次強烈呼籲勿再拉布，希望盡快開局。她認為反對派議員已反覆提問多
次，業界很希望有轉變，一味爭拗下去並無意思。她又指，創科發展一日
千里，所謂遠景屆時可能不合時宜，反對派死咬創科藍圖並不現實。

■何君堯

何君堯強調，他加入校董會是以大學利
益為依歸，並願意跟學生見面，「我相信
大家有誤解，認為我進入嶺大做校董是針對學生，
但完全是錯誤的。我只是 30 多名校董其中一個，我
深信我們現時大學運作有良好制度，並不會說一人
或半人的思維可以有任何傾側。」
他又指，若有人批評他任校董做得不好，他會辭
職。「政府官員、公司高層做得不好，都會叫他下
台，這是很自然的事，不應該當要你負責任時，就
指是衝擊了自由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再度

委會昨日起連續 3 個星期五，各召開兩節共 12 小時會議，再度討論創
科局撥款。在昨日首兩節會議上，首次主持財委會會議、本身為保險
界議員的主席陳健波再提醒議員提問必須與議題直接相關，不應重複提
述。不過，陳偉業在開會時，即以質疑陳健波保險業務有否金錢利益為由
拉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又挑戰陳健波，聲稱會否重溫上次會議所有內容
去確定發言重複。陳健波指自己現時只是一家公司的顧問，亦無直接或間
接金錢利益，又謂一定會參考以往的內容，強調開會不是商討規程問題。
昨日會上發言的仍以反對派議員為主，不斷重複聲稱創科局「架床叠
屋」。其中，拉布主力的「人力雙陳」共發言7次，包括公民黨郭家麒、毛
孟靜，工黨李卓人，民主黨胡志偉和街工梁耀忠等輪流就創科局時間表和
藍圖等空泛問題要求當局答覆。梁國雄更逐字讀出台北市創科政策內容，
乘機拖時間。

何君堯：入嶺大不會針對學生

創業秘笈

四叔訪清華北大 四金句勉學生

根據法例，中大及港大部分校董由立法會議員互選
產生。立法會內委會昨日就分別選出 3名議員加入中大
校董會，及5名議員加入港大校董會。其中，中大校董
會選舉共有 4 人參加，分別是張宇人、葛珮帆、黃碧
雲及「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最終，張宇人、葛珮
帆、黃碧雲分別以 46 票、43 票、23 票當選，陳志全則

和特區政府溝通，及就不同事情諮詢
「泛民」意見，令議會可以順利進行。

陳向蘇錦樑表達反對派意向
陳健波則形容，是次會面氣氛良好。
有指「泛民」與建制需要加強溝通合
作，他坦言，自己曾要求在創科局成立
前，列席「泛民會議」，但對方認為設
立 WhatsApp 電話群組溝通較好。前日，
他曾跟陳偉業和梁國雄溝通，並與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會面，當時已
向對方表達「泛民」議員的關注。
何秀蘭稱，歡迎兩位主席跟「泛
民」溝通，但強調這樣的溝通不能取
代「泛民」代表以往每周跟政務司司
長的會面。她解釋，內會主席及副主
席每星期會與政務司司長會面，今次
無「泛民」代表擔任內會正副主席，
倘只有建制派議員出席，會大大削弱
行政和「泛民」之間的溝通，故期望
「泛民」代表能出席會面，直接向司
長表達他們的看法。
她又稱，已向陳健波要求在財會做任
何決定，例如「剪布」前應以短訊通知
「泛民」，不可待議會只剩下 10 多人時
才作出決定，陳健波已經答允。至於她
提出如非特別情況，財委會不要延長至 3
節回應，陳健波則未有答應。

僅得9票落敗。
港大校董會則有 6 名議員參加選舉角逐，包括鍾樹
根、石禮謙、葉建源、謝偉俊、涂謹申及社民連議員
梁國雄。最終鍾樹根、石禮謙和謝偉俊各取得 36 票，
葉建源取得 27 票，涂謹申取得 29 票當選，而梁國雄則
只得11票落敗。
由於今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將於明年結束，故有關校
董的職位將於明年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埋位」後重
選。

另一方面，中大個別學生早前想藉教務會施壓，
要求教務會表態「維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但
有教授坦言，教務會若無故就學術自由作表態，會
顯得「此地無銀」，結果教務會投票決定「是否有
需要通過學術自由的議案」，最終大比數反對不獲
通過，學生的議案亦因此被擱置。
不過，中大學生會仍死心不息，昨日亦聯同員工
總會舉行記者會，稱將於下周二校董會會議時「狙
擊」各校董，要求他們就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表
態」。針對中大校董會主席即將換人，他們則會要
求新一屆校董會主席「承諾保衛學術自由及院校自
主」，及要求校董會增設學生及教職員議席，讓他
們可「參與」大學決策，又會以「公投」收集學生
對廢除特首為大學當然校監的制度的意見。

《經濟學人》工商MBA 港大列二十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昨日公佈全球工商管理碩士（MBA）課
程百大排名榜，其中香港大學位列第二十六位，較
去年上升 1 位，連續 6 年蟬聯亞洲第一 MBA 課程。
科技大學則由去年第六十二位跌至今年第七十八
位，中文大學則位列第一百名，較去年微跌 3 位。
至於曾誕生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布
思商學院則蟬聯「全球一哥」，成為全球最頂尖的
MBA課程。
《經濟學人》MBA 課程排名根據課程開拓新的就
業機會、個人發展與教育經驗、薪酬增長和人際網
絡發展等準則，經獨立調查後得出排名結果。亞洲
方面，全球排名第二十六位的港大，連續 6 年成為
亞洲第一，其中在「教育經驗」及「開拓新的就業
機會」項目評分中，分別位列全球第五及第六。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則排第五十九名，成為亞洲第
二；印度管理學院艾哈邁達巴德分校亦緊隨其後，
排名第六十位。
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介表示，該校的
MBA 課程致力提供最優秀的商業教育，協助商業精
英在個人及事業發展層面再創高峰。他期望校友能
保持高商業素養，不斷探索創新，並承擔責任以回
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