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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臨禁令暫延續待裁決
葉建源縮沙不加入聆訊 港大反對三方申插手官司

林鄭籲港青抓機遇北上展才華

重啟副校遴選 聘任條件不變

旅議會選新理事 下月商「打影」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表示，政府非常重視青年發展，鼓勵他們
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及正面的社會意識，在關心
本港及國家發展的同時，也要具備國際視野。
她認為青年應既重視個人權利，也要承擔社會
義務，並把握機會在廣闊的內地市場展示無窮
的創意及魄力，面對挑戰時，可以有迎難而上
的拚搏精神。
林鄭月娥昨日在「2015滬港澳青年經濟發展
論壇」上致辭時指出，面對全球知識型經濟體
系的發展，滬港澳三地的青年人都應該充實自
己，積極謀求發展的機會。她希望出席研討會
的青年人能好好把握是次機會，與其他地方的
青年朋友加強聯繫交流，充分發揮各自的優
勢，主動參與，推動滬港澳三地的積極合作、

互惠共贏。
她又指出，國家提倡的「一帶一路」策略將成

為環球經濟的新動力，為各地包括香港帶來前所
未有的商機。她說：「香港有條件成為當中主要
的經貿平台，在集資融資、商貿物流、高端專業
服務、旅遊與新興產業方面等領域扮演重要的角
色。」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積極配合中央各

項改革及新政策，加強了解「一帶一路」沿線
地區的新興市場，加強與相關政府的雙邊合
作，並推動業界積極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
發展。香港會好好利用「一國」與「兩制」的
雙重優勢，發揮作為內地和世界各地的「超級
聯繫人」角色，既為國家作出貢獻，也為香港
的發展增添動力。

■林鄭月娥（後排左）與上海市委副書記應勇（後排右）見證香港青
年在滬就業創業合作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國際高等教育資
訊機構QS昨公佈全球50所校齡50年或以下的
年輕大學排名榜，排首六位的均是來自亞洲的大
學，其中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蟬聯全球第一，
而香港的科技大學繼續位列第二。此外，城市大
學、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同樣上榜，前兩者更躋
身十大，分列第四及第六。

城大理大齊「升呢」
QS早前已根據大學的科研成果、就業、師生比

例及國際化等多個指標，選出世界大學排名榜。
該機構再從中列出校齡少於50年的首50所院校，
另作年輕大學的排名，並於昨日在其網頁公佈。
該2015年度的年輕大學排名榜由南洋理工大學蟬
聯首位，得分93.9分，而科技大學獲88分緊隨其
後，韓國科學技術學院則排三。除科大外，香港
的城大及理大都打入十大，前者較去年升一級排
第四，後者則比去年升兩級排第六。此外，浸大
亦於今年的排名列第二十二位，較去年跳升15
級。
科大發言人回應指，該校建校短短24年，大學
一向視排名為參考，有助校方了解表現並掌握需
要完善的地方的一個指標，排名並不影響大學的
目標及理念。

QS年輕大學榜
科大再做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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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韓國科學技術學院（KAIST）

香港城市大學

韓國浦項工科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英國巴斯大學

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

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

西班牙巴塞隆拿自治大學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編輯
劉以正、香港記者協會及

《蘋果日報》申請加入訴訟，由資
深大律師李柱銘代表陳詞。其中
《蘋果日報》申請成為被告，劉以
正及記協則申請以「介入訴訟人」
身份抗辯。記協主席岑倚蘭及前主
席麥燕庭均到庭旁聽。三方早前聯
合呈交陳詞，主要引用基本法指新
聞自由、公眾利益及知情權不應受
侵犯。

新聞自由非違保密理據
代表港大的資深大律師Clifford
Smith反對三方加入，指本案唯一
可以識辨的被告只有商台，而商
台早前已同意不會挑戰禁制令。
《蘋果日報》指自己符合第二被
告「挪用或打算發佈有關資料的
不知名人士」的定義，因為若
《蘋果》取得相關資料，一定會
將它們公開。
Smith並申請延續禁制令，指校委
會成員不能將會上內容「向全世界
重播」，新聞自由不足以構成違反
保密原則的理據。法庭要在審訊後
才能決定公開該些機密資料是否符
合公眾利益，應暫時延續禁制令至
審訊結束，避免有人在未獲授權下

將資料公諸於世。若資料與公眾利
益有關而非「兩三日的煽情」，傳
媒大可之後才公開。
《蘋果日報》的代表資深大律

師李柱銘昨代表三方反對申請，
指校委會在 9 月 29 日的會議上
「 由 無 原 因 變 成 提 出 差 劣 原
因」，否決委任唯一獲提名的陳
文敏任副校長。公眾焦點是否決
委任的原因，以及為何多位香港
知名人士情願職位空缺都不願委
任唯一人選，事件涉及重大公眾
利益及知情權。

李柱銘死撐公開無損港大利益
李 指 「 新 聞 等 多 一 日 都 嫌

遲」，何況要等審訊完結後才可
公開資料？港大作為公營機構，
有責任就其決定向公眾解釋，他
反問港大申請禁制令「是為了港
大好，抑或為了避免某些人丟
臉？是為了挽救某些人的面子，
抑或為整件事好？」
李又指，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交代

否決委任的原因是向公眾盡責，又
稱有港大校委曾提出否決委任的合
理原因，但馮沒有公開，公眾更應
知道，公開該些資料亦不會損害港
大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香港大學校委會會議錄音

外洩風波，高等法院昨處理港大延續禁制令申請。港大一

方指校委會為決策機關，成員遵守保密原則是基本常識，

擔心有人偷錄或公開會上內容會阻礙成員暢所欲言。而法

庭要在審訊後才能決定公開該些機密資料是否符合公眾利

益，新聞自由不足以構成違反保密原則的理據。之前聆訊

有5名獨立人士或團體申請加入訴訟，其中港大校友關注組

召集人葉建源及一名港大生，今次則不再申請加入。法官

林雲浩聽取陳詞後押後裁決，臨時禁制令暫時延續至有裁

決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早前
多所大學的校董會組成先後傳出各種爭
議，而近日浸會大學校董會亦捲入風波。
該校教職員工會昨日批評，在上周舉辦的
校董會教職員代表選舉，部分教職員未能
投票，向校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推翻選
舉結果並再重辦選舉。浸大發言人回應時
強調，現行的教職員校董選舉守則列明合
資格參選和投票者的職級，校方並已向大
學社群公佈守則，有關過程進行如常。但
發言人亦指，有收到查詢指部分職級同事
未列入選民資格，校方將就此作檢討，如
需修訂將向校董會提出。

工會突在職工盟總部開記招
浸大上周舉辦校董會教職員代表選

舉，經由符合資格的教職員互選產生兩名
校董會成員人選，結果並於前日公佈。至
昨日浸大教職員工會突然在職工盟總部召
開記者會，稱「校方不讓部分『合資格』
選民投票，涉嫌違法」，所以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推翻選舉結果並再依法重辦選
舉。
浸大在回覆有關指控時指，在早年制
訂大學條例時，曾定出教職員校董是由較
高級教學和行政人員選出，及後亦曾因應
有關方向，配合新薪酬及福利架構修訂選

舉守則。現時守則規定，包括「甲類服務條款」
教職員、助理教授或以上級別的教學人員、高級
講師和首席講師、以及等同於經理和高級專業人
員級別的行政人員等全日制教職員（訪問學者和
暫任教職者除外），均符合校董投票和參選資
格。
浸大強調，上星期的校董選舉是根據現有選舉

守則進行，而校方並會向大學社群公佈有關安
排。而就部分職級人士未列入合資格選民，浸大
指收到有關查詢，校方會就參選和投票資格作出
檢討，如需修訂相關部分，將向校董會提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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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旅遊業議會下月將選出
新任主席，昨日率先選出議會理事，由於只有理事才有
資格競逐主席，因此競爭激烈，由7名候選人競爭4個
理事席位，有770間旅行社的會員投票，投票率逾
40%。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下月的會議同時會討論有
效打擊影子團友的措施，及訂立指標價的進度。
旅遊業議會昨日舉行第二十八屆會員周年大會，會上
其中一個議程為選出議會理事，是次選舉由7名候選人

競爭4個業界理事席位，最後由康泰旅行社董事總經理
黃進達、瓦努阿圖國家旅遊局大中華及東南亞辦事處代
表鄧雯蕙、太古旅遊董事總經理梁志群與關鍵旅行社副
總經理許書漢當選。

胡兆英：監管內地團有「三難」
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今次選舉有770間旅行社的會員

投票，投票率逾40%，只有入選理事才有資格競逐主席職

位。他指競爭激烈，不排除與下月8日旅議會選舉新任主
席有關。除選舉外，胡兆英指下月會議也會討論有效打擊
影子團友的措施，及訂立指標價的進度。他指有關措施需
符合相關法例要求，但稱議會在監管內地團時，會被公眾
認為監管力度不足，也會被批評自己人查自己人，同時又
被業界認為措施過嚴，是「三難」局面。
當選的鄧雯蕙表示，近期發生不少旅遊業與有關的風

波，如旅客被打死，令業界業務進入寒冬，希望成為理
事後能為業界發聲，及幫助一些中小型旅行社。同樣當
選的黃進達則表示希望協助行業發展，完善規管以維護
業界名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
學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長達6小時的會議，
討論多個議題，包括副校長（學術人力資
源）的遴選。校委會發言人及代任主席石禮
謙表示，已於會議上決定重設該職位的遴選
委員會，聘任條件維持不變，但相信遴選委
員會會慎重地找一個好的人選向校委會作出
建議。被問及希望於何時完成遴選工作，石
禮謙表示希望可以「盡快」，但強調時間並
非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是為該職位找到
最好的人。」

石禮謙任發言人代任主席
由於港大校委會主席仍然懸空，昨日會議

繼續選出由校委梁高美懿主持，並於會議上
決定，在未有新主席之前，由石禮謙擔任校
委會的發言人和代任主席。
昨日會議由黃昏開至深夜長達6小時，討
論包括副校長遴選等多個議題。石禮謙表
示，會議決定重設遴選委員會，但由於保密
關係，未有交代委員會的成員有無變動，只
表示當中的組成包含了不同角色的人。被問
及聘任條件維持不變，會否出現上次校委會

不滿意推薦人選的情況，他則認為遴選委員
會會慎重挑選好的人。至於首席副校長方
面，校長馬斐森指暫時未有其他推薦，但表
示︰「我非常有信心港大對很多人而言都是
非常吸引的地方。」
馬斐森又表示，會議上花了大量的時間去

討論資深管理層所進行的大學長遠發展策
略，提供了不少建設性的建議，「我希望這
個計劃可以讓港大統一，並專注於高層次的
策略發展，令港大從一所好大學變成更好的
大學。」他表示，計劃重心主要放於4個
「I」，包括 International （國際化）、
Innovation（創新）、Interdisciplinarity（跨
領域）和Impact（影響力）。他透露，有關
計劃將於下月提交校董會，並於適當時候公
佈。

會議再強調保密重要性
昨日記者亦問及洩密的學生校委馮敬恩

的處分問題，石禮謙則表示會議上有再強
調保密制的重要性，並重申校委會不同意
任何洩密行為，有關原則並非針對馮敬
恩。

■■港大校委會昨日進行了長達港大校委會昨日進行了長達66小時的例會小時的例會，，並於晚上並於晚上
1111時左右向記者交代部分會議內容時左右向記者交代部分會議內容。。 記者黃偉邦記者黃偉邦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