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改革開放 特首下月率團訪深京

科大穗建分校 睇準創科實踐
灣區工業水平世界領先 對接利研發轉化成產業

擬建科大廣州分校資料
地址：鄰近廣州南沙區高鐵慶盛站

面積：佔地1.13平方公里

環境：分校建於平地，毗鄰河道

招生對象：全球研究生

招生年份：3年內開始招生

招生人數：首期招收約1,000人

授課語言：英語

招收專業（部分）：人工智能、數據科學、機器人自動化系統、高級材料製造、生物科學及生物醫學工程、金融科技、企業數碼化、環境與可
持續發展、物聯網及行政人員培訓

認受性：科大提供畢業證書

願景：充分利用大灣區優勢，配合未來社會發展需要，與科大本部及科大霍英東研究院三點聯動，發揮協同效應，優勢互補

資料來源：科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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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校長史維9月上任後於
昨日首次正式會見傳媒，

主要就科大有意在廣州設立分校
事宜向傳媒交代。他表示，科技
創新一定要和科技實務（Tech-
nology Practice）結合，把想法
和成品研發做不同演變才能檢驗
效果，香港在這方面比較欠缺，
而傳統工業、尖端工業方面，大
灣區水平世界領先，為與之直接
對接，故計劃於大灣區成立分
校。

利三方師生合作交流
他介紹，校方正與廣州政府商
討在廣深港高鐵廣州南沙區慶盛
站附近興建科大分校，由香港高
鐵站出發至慶盛不停站僅需25分
鐘。同時，內地亦正興建鐵路連
接南沙，便利前往南沙的科大霍
英東研究院，為三者建立起便捷
生活圈，有利三方師生緊密合作
交流。
分校將專注發展跨學科及主題
式學習，相關主題包括人工智
能、數據科學、機器人自動化系
統、高級材料製造、生物科學及
生物醫學工程、金融科技、企業
數碼化、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物
聯網及行政人員培訓等，與清水
灣本部的學科架構互補，不會重
複。

首招千人 鼓勵港生北上就讀
分校課程會採用英文授課，
將面向全球招生，史維亦鼓勵
香港學生北上就讀。初步主要

取錄研究生，首期招收約1,000
人，長遠希望招收六七千名研
究生，多於科大本部目前研究
生人數。他表示，學生的畢業
證書亦由港科大負責提供，將
來亦可能會招收本科生，但暫
時未有具體計劃。
科大分校與本部各自財政獨

立，史維透露，分校營運經費由
廣州市政府提供，他們已建議廣
州政府參考香港院校財政模式，
即採用類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機制，而非由政府直接撥
款。

分校面積科大兩倍
廣州市政府已承諾撥款興建新

校舍，及學術研究配套設置。史
維強調，有關安排不會影響院校
自主，並相信若分校建成，港科
大一定會走得更高更遠。
分校建於平地，毗鄰河道，佔

地1.13平方公里，相當於科大現
有校園面積的兩倍。校方去年8
月開始與廣州市政府探討在廣州
開辦分校的可能性，目前已與廣
州簽訂合作意向書，現正積極籌
建工作小組，最快於明年3月向
國家教育部遞交申請。
除港科大外，香港的高等院校

都在多個大灣區城市積極參與辦
學，包括珠海的北師大－香港浸
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
深圳的中文大學（深圳）。城市
大學亦於今年5月與惠州政府簽
署合作備忘錄，在當地提供研究
生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積極發揮大灣區優勢、

充分利用高鐵便利，香港科技大學緊抓機遇，計劃在廣

州南沙區高鐵慶盛站附近建設廣州分校，面積料達香港

本部的兩倍。港科大校長史維昨日在與媒體茶敘時表

示，科大缺少工業和創新實踐近距離合作的機會，故選

址距港車程僅需數十分鐘的高鐵站旁建分校，希望與港

科大本部及南沙研究院三點聯動，發揮協同效應。分校

的學位質素、教授聘用等問題會由港科大全面負責，而

兩校學科架構互補，初步只取錄研究生，料3年內面向

全球招生，最快於明年3月向國家教育部遞交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是國
家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下月將率領過百人的政商界代表團，
先後到訪深圳和北京，回顧改革開放的歷
程。
據悉，訪問團將由林鄭月娥任團長，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將擔任顧問，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和梁振英則會以領導人身份隨團。有
獲邀參加代表團的成員表示，相信期間會獲
國家領導會見。
該訪問團將在下月10日至12日期間先後
到深圳及北京。

譚耀宗料獲國家領導人會見
獲邀參與代表團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

示，自己暫時未知其他的出席名單，但相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對國家改
革開放有貢獻的人士或商界都會有代表參

與。
被問及會否獲安排與國家領導人會面時，

他認為，中央重視香港在改革開放的貢獻，
而訪問團由特區政府統籌安排，相信會有領
導人會見訪問團。
原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亦收到邀請，並將

參加訪問團。
他表示，香港支持國家改革開放，不少

香港企業到內地設廠，而內地企業成立後
亦在香港融資，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
位，可見香港與內地在改革開放中互惠互
利。
他希望可以藉此行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

並期望市民了解兩地息息相關，如果香港沒
有內地支持，只會是很小的經濟體，故未來
應該與內地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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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代表團參觀科大廣州分校
的未來校址，鄰近高鐵慶盛站。

校方供圖

■史維相信若分校建成，科
大一定會走得更高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科大廣州分校面積料達香港本部的兩倍，圖為香港科
技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上月被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正式禁止運
作的「香港民族黨」，其召集人陳浩天在上訴
期限屆滿當日提出上訴，聲稱「民族黨」是以
《公司條例》註冊的公司運作，不受《社團條
例》規管，質疑保安局沒有法律基礎禁止其運
作，更離譜的是要求行會在處理上訴事宜時，
行政長官及8名行會成員須避席。「香港民族
黨」明目張膽主張「港獨」，毫無疑問違反基
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陳浩天的所謂上訴理據
完全站不住腳，只是試圖「玩嘢」拖延時間，
延續影響力。社會主流民意支持行會依程序處
理其上訴，支持律政司檢視相關證據檢控陳浩
天煽動罪，善用本港法律保障國家安全。

陳浩天的所謂上訴申述書滿紙荒誕，核心觀
點一是聲稱「香港民族黨」是公司非社團，所
以《社團條例》規管不了；二是重複自己是
「和平、合法、非暴力」表達理念，受言論自
由和集會結社自由保障。

「香港民族黨」是曾經提出公司註冊申
請，但已經被公司註冊處以其推動「港獨」
為由拒絕註冊，根本不屬於《公司條例》下
的公司。按陳浩天的理由，難道註冊被拒，
就可以聲稱自己既不是公司又不是社團，就
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變成無王
管？那麼香港還有王法嗎？顯然不是。《社
團條例》所指的社團，適用於任何會社、公
司、一人以上的合夥或組織，保安局把「民

族黨」列為非法社團，正是基於法例的規
定。至於陳浩天聲言「香港民族黨」是「和
平合法表達理念」，應該說，警方向保安局
提交建議取締「民族黨」的文件長達 878
頁，搜集罪證充分，事實清清楚楚，保安局
局長亦給了陳浩天三次延期申述的機會，依足
程序辦事，陳浩天實在是強詞奪理。

在整個「香港民族黨」被取締的過程中，陳
浩天多次藉故「玩嘢」。在再三要求延期之
後，保安局將9月14日下午5點作為提交書面
申述的最後期限，他卻偏偏在晚上8點過後才
提交；在特區政府9月24日刊憲禁止「香港民
族黨」繼續運作後，陳浩天可以在30日內向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上訴，他亦選擇在10月24
日上訴期限屆滿當天提出上訴，可見「玩嘢玩
盡」是他的一貫作風。如此伎倆，一方面是拖
延時間，另一方面是藉機「抬高」自己在「港
獨自決」派的地位，延續其政治影響力。

「香港民族黨」和陳浩天本人罪行昭彰，不
僅「民族黨」本身被定性為非法社團，陳浩天
本人亦涉嫌干犯香港《刑事罪行條例》，隨時
面對檢控。對於陳浩天繼續耍小聰明演荒誕
劇，市民大眾會明辨是非。行政會議固然會依
足程序，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處理其上訴；律
政司亦應積極檢視相關證據，循《刑事罪行條
例》的煽動罪、叛逆罪的方向檢控陳浩天，保
障國家安全不受侵犯。

荒誕上訴理據難掩飾陳浩天罪行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批准恒生管理學院升格

為大學，成為本港繼樹仁大學後第二間私立大學，令
本港大學增至11間。另香港科技大學昨宣佈，計劃
與廣州市政府合作在南沙建分校，面向全球招收研究
生。好消息頻傳，預示香港高等教育正迎來全盛發展
時期。科大能於廣州開設分校，是以灣區思維、善用
高鐵效益的結果，可以將香港高校的國際化及科研實
力優勢，與灣區城市資金土地市場需求結合，令灣區
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及科技成果轉化產生協同創新效
應。在這一大思路下，本港高校可再接再厲，拓展合
作舞台、深化合作領域，這既是香港高校解決發展瓶
頸的大勢所趨，更是香港高校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未來
方向。

科大與廣州市政府合作，在廣深港高鐵慶盛站附
近獲1.13平方公里土地，發展科大分校，開設人工
智能、數據科學、機器人自動化系統、高級材料製
造、生物醫學、金融科技等學科，與科大本部學科架
構互補，首期取錄1000名研究生，長遠發展到招收
7000名研究生；廣州市政府負責分校營運經費，並
承諾撥款興建新校舍等。這是繼珠海的北師大—香港
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深圳的中文大學（深圳）、
城市大學今年5月與惠州市政府合作辦學後的又一合
作成果。

近年香港高校與內地和澳門院校合作日益密切，
截至2017年底，香港與內地及澳門的高校共有1417
個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合作項目，其中與廣東省和澳
門院校的合作項目多達333項。香港已有6所高校在

深圳開設產學研基地或研究院，將香港高校的科研成
果在灣區內進行技術轉移和商品化，粵港澳高校聯
盟、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粵港澳超算聯盟等開啟
了三地高校合作的新局面。

本港高校具有國際化優勢，有深厚科研實力和國
際聲譽，但普遍面臨大學面積狹小、政府資助資金不
足等瓶頸，本港學生熱衷報讀醫學、金融服務和法律
等，希望畢業後有高收入，也制約本港大學學科的擴
展。內地政府資金充裕，可為本港高校提供科研經
費；內地土地充足，更可興建校舍、學生宿舍，擴大
本港高校規模；內地對科研成果需求強烈，本港高校
可在內地開設眾多新學科，且可吸納內地優秀學生生
源；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可令本港大學教授便捷往返
兩地，而緊貼內地市場更可加速本港高校科研成果的
轉化。

正因為本港高校與內地合作有如此顯著的協同創
新效應，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皆大力鼓勵兩地高等教
育合作，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了粵港澳高等
教育協同創新、服務國家創科中心建設的共識。看準
這趨勢，本港高校不斷繪製協同創新的藍圖，這是正
確而明智的戰略選擇。

目前本港高校與內地合作，仍遇到不少制度瓶
頸，如港澳在內地開設分校或聯合辦學審查通過難度
大，協同合作建設聯合實驗室、研究中心、科技成果
孵化中心、推進各類研究創新合作平台等方面缺乏長
效合作機制等，這需要三地政府合作打通制度瓶頸，
更需要本港高校主動探索打開一片新天地。

港高校拓展內地合作 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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