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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黃柳權任港澳辦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昨日公
佈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任命宋哲、黃柳權為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副主任，免去周波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職
務。

周波不再擔任港澳辦副主任
現年 60 歲的周波，擔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多年，已屆副
部級官員退休年齡，此次任免公告並未提及他的新工作安排。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現為王光亞。今次人事任免之前，共有
3 名副主任級官員，排名依次為副主任周波、中紀委駐港澳
辦紀檢組組長李秋芳、副主任馮巍。
作為國務院的辦事機構，港澳辦的主要職能包括：貫徹執
行「一國兩制」方針和中央對港澳政策規定，執行港澳基本
法；了解港澳有關情況，提出政策建議；負責與港澳特區政
府的有關工作聯繫；承辦國務院交辦的與港澳有關的法律事
宜，就基本法實施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提出意見等。

宋2012年起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本報翻查資料顯示，宋哲現年 56 歲，長期從事外交工作，
曾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2003 至
2008 年間出任國務院辦公廳局長，自 2012 年起任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特派員。黃柳權此前任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司
長，是一位法律專家，曾參與研究落實港人關注的「一地兩
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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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
浙江」交流團 12 月 26 日在浙江音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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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聚浙江 體驗創業創新

院拉開序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知名學府，

袁家軍勉港生自強不息 齊奮鬥共創更美好明天

以及明愛莊月明中學共 70 餘名大中學
生來到浙江，展開為期 6 天的交流。浙
江省委副書記袁家軍在開班儀式上表
示，浙江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是一
片創業創新的熱土，希望通過此次參
訪，向香港青年傳遞創業創新的激
情，進一步提倡自強不息的奮鬥精
神，共同開創浙江與香港更加美好的
明天。

袁家軍向同學們簡要介紹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
服務保障 G20 杭州峰會的相關情況，他希望訪問團的青

年朋友進一步發揚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在國家發展的歷史
方位中思考個人發展方向，在時代前進的步伐中抓準奮鬥目
標，勇於創新、敢於奮鬥，做一名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貢獻力量和智慧。

訪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交流

■袁家軍向歐陽曉晴贈送繪有西湖風光的絲綢長卷。
為適應浙江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袁家軍指「浙
江省委、省政府強化創新驅動，佈局新興產業，匯集創新人才，打 展的號召，配合國家發展戰略，着力加強交流活動的深度和廣
造特色小鎮，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高度融合，幫助年輕的創業者把 度。
在創業創新方面，歐陽曉晴指「未來之星同學會」會給予年輕人
理想變成財富，實現人生價值。」
袁家軍還提到，「這次大家要去的阿里巴巴和夢想小鎮都位於杭州 更多的指引和支持，又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的義務工作，承擔一
的城西科創大走廊，這條大走廊創新發展氛圍很濃，同學們可以通過 個青年團體應負的社會責任。
歐陽曉晴表示，「此次『冬聚浙江』是我們2016『從香港出發』系
與企業家和一線科創人員的深入交流，更加全面地感受和理解當前浙
列收官之作，通過遊覽杭州和嘉興這兩座古老而美麗的城市，相信同
江創業創新的新特點、新成效。」
學們定可感受到浙江大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現代文明；更能體驗浙江
歐陽曉晴：拓港生視野了解祖國
創業創新的氛圍，了解浙江引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成就。」
其後香港學生代表向袁家軍贈送了「未來之星」團服，歐陽曉晴向袁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
主 席 歐 陽 曉 晴 表 示 ， 作 為 香 港 唯 一 跨 校 際 外 訪 大 學 生 組 織 ， 家軍贈送了「未來之星」水晶座；袁家軍則回贈了繪有西湖風光的絲綢
「未來之星同學會」11 年來吸引了近 4,000 顆小星星共同成長， 長卷，希望同學們能通過遊覽西湖領略杭州秀美風景。
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馮志禮、浙江省委副秘書長張才方、浙江省港澳
發熱發光，同學們通過參加「未來之星同學會」組織的不同活
動，拓寬了視野，增加了對國家的認知與關注。明年「未來之 辦副主任陳江風、浙江音樂學院黨委書記褚子育、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星同學會」將繼續響應特區政府有關推動香港青少年教育和發 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兼總編輯楊明奇也參加了開班儀式。

搭建「遙距實驗平台」 理大奪教學創新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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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傳真

■香港學生代表向袁家軍贈送「未來之星」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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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盼與優秀創業者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香港理工大學互動媒
體四年級學生黃寶恩表示，很多年輕人都有一顆想要
創業的心，可是在創業的時候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難
題，而這一次浙江交流團的主題是以創新科技和創業
為題，正好有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港生與不同互聯網界
的頂級企業和優秀的創業者學習，了解創業的方法和
他們的創業經驗。
■黃寶恩 浙江傳真
黃寶恩指作為香港的大專生，今次各團員會好好把
握這次認識祖國經濟發展和文化的機會，現在內地網絡科技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提
升，而浙江是一個雲集了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和創業人才的好地方，杭州則是
一個美麗又具有創新的城市，「希望我們這次的交流團，能加強我們對國家經濟
發展、文化和科技發展的認知，並將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我們將來的生活當中，
回饋社會。」

城大研超輕天線 助5G網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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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在「全球教學創新大獎2016」中，共奪得四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科學實驗成本高，部分更帶
有危險性，為讓學生得到更多做實驗的機會，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副教授麥熾良、梁志華等設計出「遙距物理實
驗平台」，讓同學隨時隨地登入網頁，遙距控制實驗室儀
器，練習做實驗收集數據，希望可幫助學生學習科學，因此
獲頒「全球教學創新大獎 2016」當中的「亞洲地區組別」金
獎。

隔空測量數據 培養邏輯演繹

「全球教學創新大獎 2016」由美國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及國際大學評級機
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合辦，本年為第三屆。奪
得「亞洲地區組別」金獎的「遙距物理實驗平台」是一個實
時系統，須預先在實驗室內設置儀器、實驗品及攝影鏡頭
等，學生在網上登入平台後，可透過實驗室內的鏡頭觀察，
並以電腦遙距控制實驗室內的儀器，進行各種測量工作，獲
取數據。
梁志華表示，觀察到同學一般在應試方面表現佳，但未能
掌握實驗技巧，及學習科學必備的邏輯演繹能力，「學生未
能在報告中，用圖表清晰展示數據，顯示他們收集及分析數
據的能力低，原因或與新高中課程比舊課程少實驗機會有
關。」
使用「遙距物理實驗平台」，同學即使在凌晨時分，亦可
安坐家中做實驗。麥熾良解釋：「例如在測量地球磁場的實
驗中，同學操控實驗室儀器量度數據，並需即時分析，找出
下一步需測量的部分，如果第一部分出錯，會導致下一部分

吳希雯 攝
失敗。」雖然每次只能容納一定數量的學生同時進行實驗，
但同學可重覆登入，多作練習。
隨了「跨時空」的便利外，平台還可讓同學「隔空」進行
危險實驗，麥熾良指，「在放射實驗中，同學可花數小時，
安全地遙距操控載有金屬片的轉盤，觀察以不同金屬阻隔輻
射物、測量器所量得的不同數據。」實驗完結後，系統會自
動關上設備，確保安全。此類實驗還需要配合棄置輻射物的
處理工序，成本較高，一般中學未必可配置，麥熾良期望平
台日後可惠及中學生。

學者研即時答問系統奪銅
在同一比賽中奪得整體大獎—「最佳資訊及通訊科技工
具應用」銅獎的，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研究）
陳顯宏領導的項目：協作學習與科技—「同儕教學法」及
「課堂即時答問系統」在大班課堂的應用。利用課堂即時答
問系統，老師在堂上問問題後，可即時收集過百名同學由手
機提交的答案，陳顯宏加入「同儕教學法」概念，要求學生
在首輪回答後，自行進行小組討論闡釋理據，然後以手機進
行次輪回答，目前已有 20 學科逾 5,350 名學生參加，相信有
效幫助學習，「以手機回答問題，免卻面對群眾壓力，有效
鼓勵學生參與，而同儕之間的討論有助釐清概念。」
「全球教學創新大獎 2016」有來自 56 個國家和地區，共
807 項項目參賽，當中 527 項獲大會接納，140 項入圍決賽，
理大共奪得 4 項獎項，除以上項目外，還有服務領袖（整體
大獎—「領導道德」銅獎），及服務領袖（「社會企業組
別」銅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現時用戶對
流動寬頻的要求愈來愈高，既要上網速度
快，又要網絡穩定，為滿足用戶需求，發
展5G網絡勢在必行。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獲國家工
業和信息化部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撥款
1,100萬港元資助，研究小型超輕天線，減
輕 5G 基站天線的重量和大小以發展 5G 網
絡，估計 5G 將在 2018 年首度作全球試
用，並在2020年東京奧運正式示範操作。
5G 網絡計劃有助增加每個面積單位可
覆蓋的流動寬頻用戶人數，提高每月可
使 用 的 數 據 用 量 （ 以 10 億 位 元 組 計
算），甚至沒有用量上限。5G 能支援更
多元化的大數據程式應用，滿足用戶更
多不同的體驗，例如健康監察和動態照
片，假設利用 4G 的最高傳輸速度是 1Gbps，在5G則可達6Gbps甚至50Gbps。
為配合上述發展，未來的 5G 基站天線
需設大量天線元件，以支援高速的大量輸
入和輸出系統網絡。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助
理教授、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成員黃衡
表示，基站天線建築物龐大且有一定重
量，增加建築物天台負荷，加上本港建築
物租金高、基站面積大亦面對安裝成本高
昂，日常網絡維修更困難等問題。

獲國家逾千萬資助研發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及毫米波國家重點

■城大透過
3D 打 印 技 術
製作超輕巧天
線。城大供圖
實驗室獲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國家科
技重大專項資助 1,100 萬港元，在 2015 年
展開「TD-LTE 小型介電質諧振器基站天
線的研發及工業應用」研究計劃，研發
出小型超輕天線。
新天線的重量減低一半，大小則縮減三
至五成。同屬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成
員、城大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梁國華是
研究天線和介電質材料應用的專家，他和
研究團隊棄用金屬物料製作天線，改用具
極佳電氣特性的塑料聚合物，並透過 3D
打印製作，以製成超輕巧的天線。

料明年中完成 東京奧運示範
團隊預計在明年中完成研究，正好配合
5G 網絡於 2018 年首度作全球試用，並在
2020 年東京奧運時正式示範操作。上述計
劃的研究人員除了黃衡和梁國華，還有城
大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毫米波國家重
點實驗室副主任薛泉參與，而計劃亦有多
家機構和研究人員參與，包括京信通信技
術（廣州）有限公司、江蘇江佳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及北京郵電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