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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再發生暴力衝擊事件，失控程度更趨嚴重，社會譁
然。昨日，一眾港大校友與市民以「理性守護港大群組」
名義在報章發表聯署聲明，指學生和任何人表達意見都應
謹守理性、和平與包容原則，支持對話，強烈譴責任何針
對個人的非理性行為。尊重法治、包容理性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之一，學生以暴力激進手段逼宮示威，政黨政客在背
後推波助瀾，操縱學生搶奪港大管治權，干擾港大正常運
作，違反法治民主精神，自然不為社會主流所容。正直
理性的社會大多數已忍無可忍，紛紛向非理性的激進行
為大聲說「不」。少數激進學生必須認清是非曲直，迷
途知返，不要甘當被政客利用的「棋子」。

香港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但
必須在合法的條件下行使各項自由和權利，並堅持以理
性、包容、和平的方式來表達意見，進行公平對等的對
話交流，解決爭議。但是港大發生的兩次衝擊事件說
明，少數學生把民主自由掛在嘴邊，卻做着反民主自由
的行為。他們一方面高叫要同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對話，
另一方面卻施以圍堵、衝擊，企圖製造壓力逼校委會就
範，拿着支「鬼槍」要求對話，已令校委、校長感到人
身安全受威脅。因此，雖然李國章和其他校委願意對
話，但是學生以非理性手段作為要脅，這樣的對話不僅
沒有意義，更不可能實現。

再者，本來通過對話檢討改善港大的管治，這是社會
各界接受和支持的。而檢討港大的管治必須廣徵各方意
見，集思廣益。因為港大是由公帑資助運作的，是屬於
全體港人的，港大管治的檢討，並非只是在校學生及教

師有權發聲，所有港大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同樣
值得重視，港大管治的檢討，更不能被帶有明顯政治背
景和意圖的政黨所操縱。事實證明，長期以來，有政黨
政客披着「港大校友」的外衣，處心積慮把港大經營成
為反中亂港的人才庫、理論基地，所以港大才會發生層
出不窮的政治風波，破壞港大安寧，不能專注教學，更
影響香港的和諧穩定，對良好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情況
惡化蔓延的話，受害的不只是港大，整個香港也會捲入
沒休止的政爭之中。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今年新春酒會上指出，對那些任
性地耽誤香港發展的現象，大家都要站出來大聲說「唔
得嘅」。港大一再發生學生衝擊校委會、圍堵校委的惡
性事件，百年學府淪為無法無天的政爭是非地，校譽蒙
污，國際排名每況愈下，正是任性耽誤港大和香港發展
的典型案例。真心愛護港大的校友、市民對此無不心急
如焚，痛心疾首，強烈譴責破壞港大的非理性行為，呼
籲停止一切影響香港形象和港大校譽的行為，他們代表
了社會沉默的大多數，向搞亂港大、搞亂香港的少數學
生及政客，發出了清晰有力的正義之聲。

港大與香港一樣，能取得今日為世人認同的成就來之
不易，是經過百年滄桑、幾代人艱苦砥礪的成果，絕不
能任由少數激進學生、別有用心的政客胡作非為，激化
政爭矛盾，令港大和香港品牌毁於一旦。當前，社會輿
論要敢於發聲，以遏止政客及搞事學生的囂張氣焰，校
方、政府、司法機構更應依規依法對搞事者作出懲罰，
彰顯法治，維護港大和香港的安寧和秩序。

守護港大捍衛法治 社會各界齊發聲
當前，寨卡熱在巴西等南美國家急

速蔓延，引發多方關注。特區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會研究
是否將寨卡病毒列入本港呈報類別。
本港冬季多雨潮濕，容易滋生蚊患，
而寨卡病毒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現時
尚無針對該病毒的疫苗和有效治療手
段，防疫形勢不容樂觀，本港切不可
掉以輕心。當局必須提高警惕，提前
部署，做到有備無患。除了認真評估
有關風險外，健全疫情及時通報機制
尤為迫切。另一方面，新春將至，要
切實做好滅蚊工作，對一些衛生「黑
點」更要加強掃除力度。市民也應該
注意家中的清潔衛生，清除蚊子滋生
條件，更要避免前往疫情高發地區，
盡可能減低感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

寨卡熱是由寨卡病毒引起的一種
蚊媒傳染病，症狀與登革熱相似。目
前，此病毒正在南美洲發生「爆炸
式」傳播，迄今已有 23 個國家和地
區向世界衛生組織上報病例，連美國
及歐洲也陸續出現確診個案，且大有
蔓延之勢。寨卡病毒除了令感染人體
出現輕微發熱、皮疹和結膜炎等溫和
症狀，最令人擔憂的是，病毒有可能

令懷孕母親產下小頭症畸形胎兒，令
嬰兒出現發育障礙或致死。

然而，由於病毒不像伊波拉病毒
般擁有高度傳染性，而且暫未有全
面威脅發達國家，故歐美未有致力
研究該病毒，相關疫苗研發工作滯
後，目前尚沒有藥物可以預防和治
療寨卡熱，意味着如果未能及早將
病毒控制，不排除病毒肆虐全球可
能性，這也是近日世衛組織召開緊
急會議的主因。

雖然寨卡熱疫情並未殺到本港，但
當局決不可掉以輕心。首先，建立病
例通報機制，確保有備無患，令相關
部門隨時掌握疫情的最新動向，便於
日後的防疫部署；其次，既然本港常
見的白紋伊蚊亦可傳播寨卡病毒，那
麼防範關鍵就在於撲滅蚊患，切斷傳
染媒介。特區政府應統一籌劃全港性
的滅蚊行動，針對過往蚊患問題嚴重
的地區，展開重點清掃，徹底清除容
易滋生蚊子的環境，全力遏抑蚊患。
廣大市民們除了平時做好家居防蚊措
施，短期內應避免前往疫情嚴重的拉
美地區旅遊、公幹，降低感染風險，
保障個人健康。

預防寨卡疫情 切勿掉以輕心

梁淑寶簡歷
年齡 43
學歷 渥太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三藩市州立大學工商管理科學碩士學
位（主修電子商務）

加入特區政府前職位及職責
服務於團結香港基金
負責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發展
建立和管理社交媒體平台和數碼內容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製表：記者 鄭治祖

鍾偉強簡歷
年齡 50
學歷 倫敦帝國學院電腦工程學士學位

香港中文大學企業管理研究生文憑
香港公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香港城市大學工程管理博士學位

加入特區政府前職位及職責
數碼港技術總監
社會公職
香港電腦學會理事會成員
粵港雲計算服務和標準專家委員會成員
曾任社會公職
消費者委員會資訊科技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科技顧問組成員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顧問組組員
曾獲獎項
「中國最傑出五大CIO」（2013年）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製表：記者 鄭治祖

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公佈，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向聘任委員會推薦鍾偉強和梁淑寶，分

別為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並獲聘任委員會通
過。兩人將分別於3月1日和2月11日上任。現
屆特區政府12名副局長已全部委出。

鍾IT管理28年 膺2013年傑出五大CIO
獲委任為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的鍾偉強現年50
歲，從事資訊科技管理和創業發展工作超過28
年，並曾於2013年獲頒發「中國最傑出五大
CIO」獎項。在加入特區政府前，他於數碼港任
職技術總監，負責協助數碼港推進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為產業提供協作和為資訊科技創業者提供
培育平台等，和在2003年出任數碼港行政總裁楊
偉雄合作，直至楊偉雄2010年離任為止。
獲委任為創科局政治助理的梁淑寶現年43歲，

曾在三藩市政府兒童及家庭委員會工作。2011年
回港後，她主要為中小企、非政府機構及大型企
業制定資訊科技技術支援方案和數碼市場策略。
梁淑寶並曾於團結香港基金負責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的發展，及建立和管理社交媒體平台和數碼

內容。
楊偉雄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鍾偉強

和梁淑寶兩人都是非常有實力的人選，並感謝他
們在現時具挑戰性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仍願放
棄工作加入特區政府。他期望，未來能一起與他
們攜手合作，為香港創新及科技方面營造更加好
的環境，可培育香港的年輕創業家，令香港的社
會及經濟有更好的發展。

業界認同內行擅交際能勝任
曾與鍾偉強在消委會資訊科技專家諮詢小組共

事的香港互動市務商會會長方保僑昨日透露，鍾
偉強在業界縱橫多年，既掌握資訊科技硬件，也
曾任公職。他為人友善，願意向業界提供協助，
從不推搪同行的要求，且交際能力強，曾經協助
過不少業內商會籌辦活動，為業內人士熟悉，相
信他能勝任此職。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也指，鍾偉強是

楊偉雄的前副手，且為業界所認識，加上本身在
資訊科技技術層面工作，相信他可以勝任副局長
職位。

鍾偉強任創科局副局長
梁淑寶任政治助理 楊偉雄讚兩將有心有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初創企業成功的關鍵
是將創新意念或新科技商品化，但它們往往缺乏營銷
經驗和資金支持。近年，商界均投資和營運「加速
器」，為初創企業提供軟硬件支援，「孵化」它們的
創新意念和技術。特首梁振英及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
日參觀香港其中一個「加速器」，及與曾參與的初創
企業創辦人對談。梁振英認為，倘要持續發展香港的
創新及科技事業，必須在下游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
官產學研必須互相配合。他相信，憑着香港人的創業
精神，及官產學研的緊密合作，創新科技未來定可成
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改善市民生活的新動力。

軟硬件支援「加速」創業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透露，他昨日與楊偉雄參觀一
個由私人公司提供名為「blueprint」的「加速器」。
「blueprint」推行為期六個月的創業加速計劃，每次
挑選約10間B2B（商業對商業）和具高增長潛力的初
創企業參加，提供免費工作間、導師指導、產品測試
和市場拓展機會，並且協助它們籌集資金。同時，
「blueprint」也提供一層24小時開放的共用工作間，
讓其他初創企業以低廉租金租用。
新一批進駐的初創企業的業務涵蓋室內設計、樓宇
管理、物料供應、環保和數據分析等。梁振英及楊偉
雄與3間曾參與「blueprint」的初創企業創辦人對談，
他們分別從事開發建築地盤管理系統、金融數據分析
和節能系統。
這3間初創企業的創業路各有崎嶇，但憑着清晰的
目標和毅力，終能大放異彩。創辦人指，參與「blue-
print」期間，他們有機會進行深入的市場研究和產品
測試，並成功開拓客源：成立「blueprint」的公司帶
頭在其新住宅項目應用地盤管理系統；本地一所大學
採用節能系統監測宿舍用電量；而實時數據分析系統
在金融界也大有需求。

設基金夥私企支持初創融資
梁振英認為，倘要持續發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事業，
必須在下游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官產學研必須互相配
合，blueprint這種由大公司與初創企業合作的「加速
器」正是一例。他又指，除了透過數碼港和科學園等機
構支援初創企業，今年施政報告也提出增設創科創投基
金，由特區政府夥拍私人風險投資基金投資初創企業，
支援它們的融資需要。
他表示，深信憑着香港人的創業精神，及官產學研的
緊密合作，香港的創科界人士在創新科技方面也一定可
以成就未來，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改善市民生活的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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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皇書院昨日舉
行創校90周年慶典活動，特首梁振英及夫人唐青
儀昨日回到梁振英母校頒獎及演講。梁振英在演
講時表示，特區政府致力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擴
大產業門類，而香港的科學研究、創新和科技日
漸蓬勃，有助回應年輕人多元化的職業興趣，鼓
勵學生們以更廣闊目光作生涯規劃，不要局限自
己的選擇。
梁振英昨日在其個人社交網站facebook上載了
多張他與太太出席英皇書院創校90周年慶典活動

的照片。他表示，特區政府致力推動香港經濟發
展，擴大產業門類，而香港的科學研究、創新和科
技日漸蓬勃，有助回應年輕人多元化的職業興趣。

勉同學目光遠大規劃生涯
他舉例指，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將在香港成立兩

百年歷史中的第一家海外研究機構，可讓有興趣
做醫學研究的同學，一展所長；麻省理工學院剛
在去年底宣佈在香港成立其在海外的第一個創新
中心，可為有興趣工程的同學提供發揮的舞台。

梁振英指出，香港有超過40家初創企業培育中
心，而知識產權保障和交易對創科事業十分重
要，有興趣創業、從事創科金融、法律的的同學
可以考慮投身這方面工作。
另外，運輸物流方面，機場管理局和港鐵公司

均將成立學院，培訓人才；而鍾情傳統行業的，
內地以至整個亞洲地區都提供了不少機會。
梁振英又鼓勵同學目光必須要遠、視野要闊、

範圍要廣，以作生涯規劃，不要局限自己的選
擇。

CY母校演講：創科增青年職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過長達三年的艱辛努力，特區政府終於在去年11月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委任楊偉雄為

創科局局長。昨日，特區政府正式宣佈委任原數碼港任職技術總監鍾偉強，及在團結香港基金負責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發展等工

作的梁淑寶，分別擔任該局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兩人將分別於3月1日和2月11日上任。局長楊偉雄表示，兩人是非常有實力

的人選，感謝他們在現時具挑戰性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仍願放棄工作加入特區政府，希望能為年輕創業家營造更好的環境。

■特首勉同學要有遠大目光。■特首與母校一眾師生合影。

■■特首認為官產學研緊密合作能促進創科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特首認為官產學研緊密合作能促進創科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特首與提供創業支援服務的企業代表對談特首與提供創業支援服務的企業代表對談。。

■■鍾偉強曾鍾偉強曾
任數碼港技任數碼港技
術總監術總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偉雄讚
鍾偉強有心
有力，願意
在挑戰性的
環境下加入
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