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將在2017/18學年，將課程改為收
費，以減少浪費資源。圖為院長吳大琪。 資料圖片

麗澤師生寫揮春顯關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農曆新年將至，麗澤中學日前舉辦
「齊賀新歲寫揮春」活動，由校長
帶領全校師生執筆寫揮春，師生預
先感受節日氣氛之餘，也能寓慶祝
於學習，讓學生有機會展示毛筆書
法的練習成果，傳承中國文化。

麗澤中學上周四（28日）在逸芬校園雨天操場舉辦
「齊賀新歲寫揮春」活動，數百名不同年級的學生手執

毛筆，由校長及老師帶領下揮筆寫字，寫上自己對新一
年的祝願，完成後更可把揮春餽贈師長親友，互相關愛
且增添節日氣氛。

麗澤中學發言人表示，創校至今一直以宏揚中國文化
為辦學宗旨，堅持母語教學，即使毛筆如今不再流行，
仍會要求學生以毛筆書寫習字。校方相信，這除可改善
普遍學生的書寫問題之外，更可培養學生的耐力和耐
性，有助心神平靜及提高品德情操，及引起青少年對傳
統文化的興趣。

資優學苑研收費防浪費
免費報讀近半「甩底」學費擬低坊間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推動青年華文創作，香港中文大
學文學院舉辦第六屆「全球華文青
年文學獎」，即日起接受全球專上
學院全日制學生（研究生除外）網
上投稿，得獎者最高可獲2萬港元
獎金。冠、亞、季軍及一等優秀獎
得獎者，將會獲邀出席明年4月於
香港舉行的頒獎禮活動，包括於中
大舉行的「文學創作及翻譯專題講
座」，及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的
頒獎典禮。得獎作品更會於香港中
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讓公眾有機
會欣賞全球華文青年的創作。

5月底截止 冠軍獎2萬
本屆「華文獎」由即日至5月31

日接受網上投稿，獎項共分散文
（限8,000字）、短篇小說（限2萬
字）和文學翻譯（字數不限）3
組，每組設冠、亞、季軍、一等優
秀獎、二等優秀獎和鼓勵獎合共78
名。其中冠軍可獲2萬元獎金，亞
軍及季軍獎金則分別為1.5萬及1萬
元。
「華文獎」開展儀式於上周二
（26日）舉行，主禮嘉賓包括中大
校長沈祖堯及文學院院長梁元生
等。梁元生指，中大文學院一直鼓
勵文學創作，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
互動，令華文文學得以薪火相傳，
弘揚中華文化，推動青年文學。他
衷心期待與一眾著名作家和學者、
文學青年聚首一堂，交流文學創作
心得，共同為推廣華文文學而努
力。有關比賽詳情，可參閱網頁
www.literary.arts.cuhk.edu.hk，亦可
致電3943 7107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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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左三）及梁元生（左四）擔任「華
文獎」主禮嘉賓。 中大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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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於2008年獲政府撥款及社會捐款
共2億元成立，營運至今，財政漸見枯竭，故今

年施政報告建議，成立8億元的「資優教育基金」，以
種子基金形式推動資優教育。

儲備僅夠營運1年半
吳大琪表示，現時學苑的主要支出是聘請人手、「燈
油火蠟」和維修費用等固定開支，每年支出約三千萬
元，預料儲備僅夠1年半營運。
他預計，新成立的基金滾存利息較需時，最快可能在
明年底才可向學苑順利注資，屆時學苑儲備將所剩無
幾，或會向社會各界人士籌集資金。
據了解，學苑約八千名會員當中，有一半會員報讀了
本地課程，均屬免費，惟半數獲學校推薦的學生根本從
未報讀過任何課程，造成資源浪費。吳大琪解釋指，很
多由學校推薦的學生並非資優，而是「績優」，即是十
分熟悉考試範圍，但對於考試範圍以外的知識卻沒有興
趣涉獵，故對學苑課程興趣不大。
為了改善情況，學苑將研究於2017/18學年（即後

年）把課程改為收費，吳大琪舉例指，若以一個6堂共
14小時的課程為例，坊間收費約三千多元，學苑會收取
約三成的學費，而曾無故缺席的學員，再報讀課程時亦
會收費。

須完成網上課程始取錄
吳大琪續指出，為了針對學生報名但缺課的情況，收
生程序將由現時經學校推薦及通過筆試決定取錄，改為
「暫時取錄」及完成網上課程後才落實取錄。學苑接受
申請學費豁免，或是按出席率減免學費，現時正就讀的
學生則不受影響。
由剛成立至今，提名學生的中學數目已上升三成，但
吳大琪認為，社會對資優生的接受和認知程度仍不足，
如全港有兩成學校未有開展支援資優生。
吳大琪又指，社會人士會誤以為資優生「瓣瓣掂」，

但事實上大部分資優生只有某種能力特別強，在某些方
面又特別弱，需要協助。
他又透露，學苑的10年發展計劃重點，包括為學員

提供深造課程，期望提升資優生的創造力，培訓他們的

解難能力。

林潤富：家長負擔不大
資優兒童家長會會長林潤富認為，若資優學苑學費為
坊間課程的三成，加上學苑接受學費豁免申請，相信不
會為家長帶來太大的負擔。
林潤富又指，大專院校及其他機構都會舉辦資優課

程，家長的選擇不少，可根據自身經濟能力及需要選讀
課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得悉資優學苑研究收費，政府亦
繼續提供免費網上課程，確保所有資優生不會因為經濟
問題而失去學習的機會，但關愛基金則不包括支援資優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今年施政報告建議投入8億元成立「資優教育基金」，以種

子基金形式運作，估計每年可產生約三四千萬元收入，以供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持續栽培資優

生、培訓老師及支援相關家長。目前學苑主要供中小學生報讀的課程均屬免費，但原來學生

獲學校推薦後，有近半數人並無報讀任何課程，令資源被浪費，故院長吳大琪透露，學苑將

研究於2017/18學年（即後年）把課程改為收費，水平相當於坊間資優課程學費的三成，校

方研設學費豁免，或考慮按出席率減免學費，但收生程序會收緊。

■■師生一起在雨天操場揮筆寫字師生一起在雨天操場揮筆寫字，，打成一片打成一片。。
麗澤中學相片麗澤中學相片

港委員倡增「一帶一路」投資交流
籲深港企業合拓市場 選拔大學生考察沿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李望賢 深圳報道）
除了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外，一些港澳委員也關注
深港之間的大數據和會展業務的合作。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深圳港籍政協委

員洪為民表示，隨着跨境電子商貿的火熱，深港可以
考慮一同訂立一個可交換的貿易數據標準，以提升深
港之間的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有統一的標準才能
有助大數據分析，深港可以從採集數據、養數據、數
據清理、分析數據、製作數據模型及預測數據一同努
力，並以集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特區、保稅港區、自
貿區疊加優勢的前海為試點，相信可成為未來貿易發
展以及大數據發展的新出路。而數據的標準也會增加
香港青年人在內地創業的信心。
港籍政協委員、普華永道華南地區首席合作人張展

豪建議，深圳新國
際會展中心的規劃
建設通過戰略創新
化、國際化、市場
化和專業制度化的
綜合規劃和規範管
理，借助優越的地
理位置和前海現代
服務業的平台，戰
略性發展世界級的
會展中心綜合體和
地標性建築，將深圳打造成粵港澳及中國現代會展服
務業的一張最亮麗的國際名片，利用創新市場化模
式，推動會展業和相關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 隨着深港兩地交流日益緊密，
深圳法院受理涉港商事案件逐年增
加。記者日前從深圳市六屆人大二次
會議上了解到，2015年深圳各級法
院，一審審結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共700宗，辦理國際、區際司法互助
案件28宗。
深圳市「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

深圳將建設一流法治城市。深圳市中
級人民法院院長萬國營在會議上強
調，今年將繼續推進前海法院的綜合
改革，創新法院的機構設置模式，以
審判為中心，精簡機構；創新權力運
行機制和司法管轄制度，將對一審涉
外、涉港澳台的案件實行集中管理。

倡法律服務業交還市場
法律界人大代表胡世平等在會上透

露，前海法律服務業仍存在較大短
板。目前，前海自貿區內註冊企業已
超過6萬家之多，但前海商務秘書公
司並不能很好地給企業一對一地進行
服務，無法為入駐企業開展後續服
務，除了住址託管和前海諮詢熱線，
已無其他針對入駐企業的服務業務。
17位人大代表提案建議，前海應調

動市場活力，發展前海法律服務業，
借鑒香港模式，將這類服務事務交還
市場；利用粵
港聯營所有香
港律師的天然
優勢，提供從
登記代理、代
收法律文書、
到法律協助等
全程跟蹤式服
務，促進企業
合法、高效、
規範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國家公
立醫院改革試點—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於近日正式試
行醫藥價格改革新措施，全院推行甲狀腺全切術、
單側甲狀腺葉切術等10種常見手術病例打包收費。
患者經醫生診斷若適宜按照這些手術方式治療，住
院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將按固定價格全包，不再逐項
計費。
據港大深圳醫院臨床事務副院長陳志權介紹，打

包費用將涵蓋患者從確診入院到出院的治療全過程
發生的總費用，包括床位、診查、化驗、檢查、診
斷、治療、手術、護理、麻醉、輸血、藥品以及醫
療耗材等費用。
陳志權介紹，打包收費價格比2014年度深圳市其
它三甲醫院的平均費用略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李望賢 深圳報道）在日前舉行的深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

議上，眾多港籍政協會員關注「一帶一路」戰略。他們紛紛提案，倡議政府加強扶持，引

導深圳本地企業和港企拓展「一帶一路」機遇，推動香港和內地青年與「一帶一路」國家

進行交流、增進合作，以帶來雙贏效果。

盼加強深港大數據及會展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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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院推手術打包收費

■洪為民倡議深港在前海共建大
數據平台。 記者李昌鴻 攝

此次深圳政協會議，包括安永中國主席、大中華
首席合夥人吳港平、香港震雄集團總裁兼執行

董事蔣麗婉、香港恆通資源集團投資總監施榮忻、
深圳高華眼鏡廠董事長張錦輝等八位政協委員提交
了有關支持深圳和港企走出去拓展「一帶一路」機
遇的提案。
吳港平稱，2015年上半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計對全
球147個國家和地區共4,01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
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投資560億美元，同比增長
29.2%。在未來五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保持10%
以上的快速增長，而「一帶一路」將成為中國企業投
資的重點。

整合資源推動物流業
吳港平建議，深圳可以充分利用港口和前海蛇口自
貿區的優勢，將自貿區的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戰
略相連接，充分整合深港兩地資源、推動現代物流業
的快速發展，加快自貿區金融創新，促使深圳本地和
港企將能源、核電、高科技、新興產業等進軍「一帶
一路」國家市場。
蔣麗婉建議，深圳企業在拓展「一帶一路」國家市

場時常會遇到財務、法律、稅務和當地人文環境等問
題，而分佈在全世界的海外華僑華人有6,000多萬，其
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就有4,000萬人，他們與深
圳和廣東有較密切的聯繫。
因此，她建議政府牽頭設立一個專門為「一帶一
路」服務的高端信息交流平台，通過各種會展平台、
舉辦多形式的交流活動，由上而下地帶領和促進企業
拓展「一帶一路」國家市場。

相互認識有助未來創業
施榮忻建議，在國家推動「一
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成立
「一帶一路」青年交流學習計
劃，讓來自內地、香港以及「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學生建立
交流平台，讓他們分別到不同地
方進行培訓。例如，首期可以考
慮組織3,000名大學生，三方（內
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各佔三分之一，首先前往西
南地區讀暑期班，學習中文和中
華歷史文化，修完一定學分後，
可選拔優秀者前往「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考察交流。
他認為，對於青年學生來講，有相互交流的平台非
常重要，通過培訓計劃，讓三方大學生互相認識，進
而能為他們以後在三方創業發展提供機會。

■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市長許勤等出席港澳政協委員座談會。 記者李昌鴻 攝
■萬國營

本報深圳傳真

■施榮忻建議成立
「一帶一路」青年
交流學習計劃。

記者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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