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以
「志不凡．創青春」為主題的「第
八屆蘇港澳青年精英論壇」，昨日
假香港科學院舉辦，吸引蘇港澳三
地逾200位青年參加，相互交流發
展、尋找合作機遇。作為本屆論壇
的一大亮點，蘇港兩地政府共同啟
動了位於南京市江北新區的蘇港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項目，江蘇省亦發
佈了支持該基地建設的十條政策措
施，鼓勵青年到當地創業發展。
論壇活動由江蘇省港澳辦、江
蘇省青年聯合會、香港青年聯
會、澳門青年聯合會等聯同多個
知名青年團體舉辦。中聯辦副主
任陳冬，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
部長郭文奇，香港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江蘇省港
澳辦副主任張松平、香港大學校
長張翔等出席。

郭文奇：開放合作互利共贏
郭文奇表示，蘇港澳三地近年來在
金融投資、科技研發、人才培養等多
個領域均獲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江

蘇當前正處於推動高質量發展、
走在全國前列的關鍵時期，港
澳地區也處在經濟轉型的重要
階段，呼籲廣大青年加強交流、
攜手並進，以開放合作實現互
利共贏。
為推動蘇港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的發展，江蘇省特推出
支持該基地建設的十條政策
措施，包括：對入駐的創新
創業項目，免費提供最長2年
場地支持或給予租金補貼；
經濟貢獻獎勵、對科技中小
企業研發費用獎勵；鼓勵專
業機構按市場化規則參與基
地運營，在績效評價、企業
培養、舉辦活動等方面給予
資金支持；確立蘇港青年創
業創新基地發展基金，給予投資獎
勵；每年安排200萬元科技創新
券，支持企業購買科技服務等。

兩地聯會簽合作備忘錄
江蘇省青年聯合會與香港青年

聯會現場並簽署「推動香港優秀
青年創業項目落戶江蘇合作備忘

錄」，助兩地創新創業發展。
論壇現場還播放短片，回顧蘇

港澳青年精英論壇多年來的舉辦
成果，分享三地青年人參與蘇港
澳融合發展的經驗。
在分論壇環節，香港科技園公司

COO徐建發言指香港正致力推動
創科發展，江蘇省更是內地的科技

大省，兩地正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前景讓人充滿期望。商湯科技香港
公司總裁尚海龍，Me char創始人
兼設計師何芓諄，華雲數據集團董
事長、總裁許廣彬並發表演講，介
紹各自公司的發展歷程以及最新業
務，指創新科技、技術開發等為新
時代創科產業發展注入無窮動能。

■蘇港兩地政府一同為蘇港青年創新創業積極項目主持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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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終開綠燈 特首都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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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為了
向市民推廣多做運動的健康訊息，九龍西
潮人聯會近日發起「西九全民動出來」系
列活動，並於昨日舉行「頭炮」活動「活
出健康下午茶敘」。活動「健康大使」、
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與在場逾
千名長者分享健康知識之餘，更親身教授
健體操，大力宣揚健康訊息。

提醒老友記做好防蚊
陳凱欣昨日以一身運動服的健康形象

示人，一到場即大派健康小錦囊，除了
宣傳自創的健康口訣，更提醒大家要多
關注近期愈趨嚴重的登革熱問題 ，並
呼籲大家特別是老人家及小朋友必須做
好防蚊措施。
隨後，她又上台示範長者健身操及細

心講解注意事宜，各位老友記都看得非
常投入，當中更有人跟隨指示動作，實
行齊齊「動起來」。
當日活動，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潘陳

愛菁、常務副會長陳欣耀等亦有出席，
並介紹該會接下來將於9月份舉行「西九
全民動出來—千人操大匯演嘉年華」，
進一步推廣健康信息，同時亦會通過組
織活動安排會員打流感針，以喚起大家
對健康的關注。

■陳凱欣(右)在台上教授健身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城大昨日舉行典禮，把全港首家動物醫學院正式命名為
「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特首林鄭月娥、賽

馬會主席葉錫安、教資會主席唐家成、城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
等主禮。

學院利港人健康長遠發展
其間唐家成宣佈，教資會支持城大開辦6年制獸醫學士學位
課程，惟仍須視乎政府的批准。他指過去6年，教資會組織過
兩個專家工作小組審核城大開設獸醫課程的建議，包括訪問不
同持份者，認為在香港建立一所獸醫學院培育動物醫學方面的
人才，是一項有利於香港市民健康及長遠發展的投資。若未來
本港出現人畜共患病時，本地的獸醫學院可迅速提供適當設
施、人力支援和進行相關研究工作。
林鄭月娥致辭時亦指，城大開辦課程「及時」，特區政府的首
要任務正是保障公共衛生，故特區政府樂意採納教資會的意見。

課程成本高 馬會挺捐5億
教資會城大獸醫學士課程專責小組的最終報告提到，獸醫課
程成本甚高，城大預算2024/25學年起，每一級都達到收生上
限30個，6年制課程總收生180人，每年涉及總開支逾1.23億
元，教資會每年將提供3,200萬元資助。
至於不足的差額，部分由外界的大額捐款支持，其中來自賽
馬會的捐款就達5億元。
若獲得政府正式批准開設資助學額，日後入讀城大獸醫學士
學位課程的學生每年只需要支付42,100元，而去年及今年已經
入學的自資課程學生則要繼續約12萬元學費，但城大指這兩
屆學生大部分均獲獎學金，每年有約8萬元至16萬元的補助。

保畢業生可在港執業
此外，教資會審視城大建議書時最重要的考慮，是確保學生
畢業後可在香港執業。小組報告提到，城大自2014年年中
起，一直與澳紐獸醫管理委員會合作，為該校獸醫學學士課程
爭取國際認證。不過，澳紐獸醫管理委員會並非香港獸醫管理
局現時認可的評審機構，而該委員會與被獸醫管理局認可的倫
敦皇家獸醫學院訂立了互認協議，凡通過澳紐獸醫管理委員會
評審並獲皇家獸醫學院進一步認可的院校，均可獲該兩國獸醫
管理局接納。香港獸醫管理局會於今年對相關互認協議進行研
究，兩年內完成。
為避免獸醫課程未能如期獲得資格認可影響畢業生就業，城
大會安排畢業生報考每年在倫敦舉行的皇家獸醫學院法定會員
資格考試，及格者可註冊為皇家獸醫學院會員，在香港、英
國、澳洲等地執業。城大將承擔學生的考試費、旅費及住宿開
支等全部費用，必要時支持畢業生重考，亦會在學生應考前特
別提供導修。在相關課程未得到全面認證前，教資會要求城大
至少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前，每年向教資會提交年度進展報告，
讓教資會審視課程進展。
正修讀城大自資獸醫學士課程學生林雋希和劉穎嫻均對教資
會「開綠燈」表示歡迎。林雋希認為這代表了社會各界和政府
對課程的認可，有利畢業生就業，而且學費下降，也能吸引更
多同學報讀。
劉穎嫻表示，城大正不斷優化獸醫課程的配套，包括興建城
大動物醫療檢驗中心及大埔林村乳牛場，供學生研習和實習之
用，她對未來就業抱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詹漢基）城大自

2009年起三度向教資會申請開辦獸醫課程，兩度

觸礁後，去年以自資形式開辦，學額12個，每年

學費約 12 萬元。幾經爭取，教資會終於開綠

燈，昨宣佈支持城大於2019/2020學年起，開辦6

年制獸醫學學士課程。據了解，有關學額擬增至30

個，新生每年學費將大減至42,100元，未來只要

政府批准即可成事。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城大開辦

課程「及時」，政府願支持教資會的建議。

汲失敗教訓 辦自資做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近年虐兒事件
頻生，為提醒各學校處理相關事件的程序及所需注
意的要點，教育局昨日發佈新版「處理懷疑虐待兒
童及家庭暴力個案」的通告。新通告較2016年的
舊版本更為詳盡闡述個案處理步驟，並特別強調若
學校懷疑學生遭父母或監護人虐待，在將個案通知
社工或轉介服務課時，毋須事先徵得有關學生家長
同意，彌補了「防虐」制度漏洞。
新版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案通告中，

明文要求學校人員「時常保持警覺」，並在「處理
虐待兒童個案」部分，首次指明首位接觸學生的學
校人員應及時通知校監、校長或指定教師。在啟動
校本應急機制小組後，應同時委派指定人員初步了
解學生的情況及作出初步評估，並遵照有關原則及
程序跟進、處理懷疑虐兒個案。此外，通告亦說明
了非學校社工個案、緊急個案等不同情況的處理方
法。

增學生自保意識免性侵犯
新通告又首次列出「預防兒童免受性侵犯」章
節，鼓勵學校通過不同方式提高學生的自我保護意
識，亦鼓勵學校加強相關家長教育，提醒家長防範
其子女被性侵犯。
此外，通告配以五個附件，包括識別可能發生虐

兒事件概覽、轉介信件樣本、向警方舉報懷疑虐兒
個案報案表、報案所需的書面日誌，及舊版通告已
涵蓋的處理教職員涉及兒童性侵犯個案溝通程序。

學校直接轉介
堵「防虐兒」漏洞

若政府不嚴打白牌車
的士小巴擬罷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運輸業團體昨日
舉行聲討大會，批評政府縱容白牌車和客貨車非法
載客取酬，吸引的士、小巴司機轉行從事非法駕駛
服務，令行業流失率愈趨嚴重，打擊職業司機的正
常營運。業界代表今天將約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蘇偉文，要求政府加強打擊白牌車及為行業提供援
助，如未有滿意答覆，將發起抗議行動，包括考慮
罷駛和堵路。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就政府縱容白牌車和客貨車

非法載客取酬問題，昨日召開聲討大會，約有40
名的士及小巴司機出席。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表示，
非法白牌車盛行，愈來愈多沒有正式的士牌照的車
輛提供駕駛服務，難以保障市民，亦衝擊司機收
入。
他表示，的士及小巴業界已多次向政府反映，但
運房局和運輸署多年來均沒有正視問題，縱容白牌
車存在，要求政府即時修例取締白牌車，又指他們
明白市民訴求，樂意提供網約服務、設立投訴機制
等，希望得到政府指引，協助改善行業服務。

今晤蘇偉文商討
他又指，包括的士和小巴業界代表在內的陸路運

輸業大聯盟，今日上午將約見蘇偉文，商討處理白
牌車問題。如果未能獲得令人滿意回覆，業界今個
月內會發起抗議行動，包括考慮罷駛和堵路，預計
會有數千部的士響應。
參與聲討大會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在保障

消費者權益下，要打擊白牌車亦要提升服務質素，
建議政府為行業提供清晰服務指引。

城 大
向教資
會三度

申辦獸醫資助學士學位課
程，終於成功在望，但當中
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2009 年，城大首次向教資
會提交建議書，申請在港設
立公帑資助的獸醫學院，但
不獲教資會支持；2012 年
12月，城大再向教資會提
交建議書，二度遭拒；2016
年 5 月呈交第三次建議書
後，獲政府表示香港可考慮
開辦具專業認證的獸醫學士
課程。
為了打好基礎，城大動物

醫學院早於2014年年底，開
辦自資博士學位課程；在
2016 年 9 月則辦理學碩士
（水產及獸醫衛生學）課
程。至去年，城大終於開辦
全港首個自資獸醫學士課
程，共有12個學額，2018/
2019 學年學額增加至 20
個，但由於課程未獲教資會
資助，每年學費高達12萬
元。

購獸醫診所建乳牛場
為爭取獸醫學士學位課

程取得教資會資助，城大
近年積極做好配套，包括
設立動物醫療檢驗中心，
並已購置一家本地獸醫診
所；翻新位於丰滙的自置
物業，以開設一家獸醫專科診
所；籌備設立解剖學和病理生
物學專用教學實驗室；在香港

林村購地興建一個乳牛場；以
及與香港賽馬會（馬會）初步
討論，於馬會轄下其中一所騎

術學校設立一家基本的馬醫
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命名典禮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為爭取獸醫學士學位課程取得教資會資助，城大近年積極做好配套，
包括設立動物醫療檢驗中心，並已購置一家本地獸醫診所。 資料圖片

■城大動物醫學院早於2014年年底，開辦自資博士學位課程；在2016
年9月則辦理學碩士（水產及獸醫衛生學）課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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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十策吸港青入駐創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