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創科社團組織
「百川匯」的年度活動「香港國際創客節」，
將與陞域集團及Jumpstart Media主辦的「陞
域創越」初創營商培育計劃（簡稱「陞域創越
計劃」）共同協作，成為活動夥伴，並於明年
4月舉行。「香港國際創客節」是由2015年開
始舉辦的創科論壇，吸引大批海內外創科機構
參與，互相溝通及宣傳推廣業務。「陞域創越
計劃」則由亞太7個城市各選取一家海內外初
創企業，進行專業輔導並資助創業，最高注資
可達10萬美元。
昨日的新聞發佈會由百川匯主席楊政龍與
「香港國際創客節」籌委會主席楊全盛、洪為
民、蔡德昇及鄧耀昇，和Jumpstart Media首
席營運總監Anita Chan及中聯辦青年工作部處
長郝銀星任主禮嘉賓。
本身為英皇集團執行董事的楊政龍於致辭時

表示，百川匯作為香港第一個運用互聯網思維
建立的社團，過去幾年舉辦「香港國際創客
節」的初衷就是為香港乃至全球青年、創業者
及投資者提供一個宣傳推廣、拓展商機、溝通
合作的獨特平台。
他續說，明年的論壇主題定為「將創新及科

技融入生活」，邀請出席的講者將會在不同範
疇切入論壇主題，如智能家居，智慧出行、電
子競技等。
同時，身為創新、創意、跨業界的創業菁英
代表、藝人謝霆鋒將出席論壇，他身份多元，
擁有前沿的國際化商業視野，在科技、餐飲、
演藝等跨界創業領域頗有部署和經驗，將與大
眾分享心得，鼓勵青年人逐夢。
楊政龍特別提到，是次創客節很高興可以與

「陞域創越計劃」成為活動夥伴，目標吸引逾
500家來自亞太區的初創企業參加，終極入圍

的7家初創企業將出席「香港國際創客節」，
兩大活動的相互交流有助提升活動滲透力，加
強項目實踐之餘，亦可協助初創菁英在不同平
台發揮創意，帶來更多創意碰撞。
本身為陞域集團主席的鄧耀昇表示，「陞域

創越計劃」由多家本地及海外企業投資，這次
與「香港國際創客節」結為活動夥伴，讓大型
國際創科論壇與初創企業比拚平台連結在一
起，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陞域創越計劃」將包括香港以內的亞太地

區11個城市招募多家初創企業，安排他們來港
參與為期4個月的營商培育計劃，除投放大額
資本支持這些初創公司業務起步、有效解決初
創企業面對的諸多困難外，陞域集團在計劃完
結後會維持導師的身份，定期跟進幫助初創公
司繼續成長，更會投資當中具發展潛力的初創
企業，支持其長遠發展。
鄧耀昇指，該計劃更大的意義是在創新領域

鼓勵創意思維，協助香港與國際建立一個互利
共生的關係，共同推動行業蓬勃發展。
與陞域集團一同合辦「陞域創越計劃」的
Jumpstart Media董事總經理James Kwan特別
提到，是次「陞域創越計劃」與「香港國際創
客節」結為活動夥伴，整合了各主辦機構的廣
泛尖端資源，相信定能為亞太區業生態注入新
動力，亦能邀請到多家國際知名品牌及舉足輕
重的商界領袖加入交流、分享經驗。

■■百川匯和陞域集團成為創客節活動百川匯和陞域集團成為創客節活動
夥伴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創客節」明年主打「創科融生活」

黃先生看完展覽後表示，展覽再現了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

點滴，讓人回味當年歷史。「國家改革
開放40周年的歷程，是一個向前發展的
縮影，以往內地一窮二白，香港帶着資
金、人才、技術進入內地，實現了首輪
改革開放，讓人振奮。隨後香港迎來了
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的發展浪潮，構
建了井井有條的服務業結構，相信這將
能為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帶來幫助。」

港優勢可助國家再出發
他續說，未來香港要發展，必須跟上
國家發展浪潮，融入國家發展，尤其是
在創新科技方面要跟上國家的腳步。他
指，「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已建立良好
社會秩序以及專業的服務產業，但就是
缺乏創新，其實香港可憑藉自身專業性
強的優勢，與國家多元的創科產業對
接，幫助國家互聯網科技、金融業、創
新科技等產業實現規範化、國際化，從
而實現改革開放再出發。」
劉女士是藝術愛好者，閒時有修讀藝術

文憑，也有開班授徒，教授書畫技巧。她
表示，香港藉改革開放實現了發展騰飛，
從《貨櫃碼頭》一作便能感受到巨大變
化。「那裡以往是小漁村，現在已發展成
繁榮的貨櫃碼頭，令我歎為觀止。」
她又說，《港珠澳大橋》描繪了大橋
的壯闊景致，拉近了香港與祖國的聯
繫，「以前感覺珠海好遠，現在大橋建
好後，就能輕鬆穿梭於香港、珠海、澳
門之間，感覺好極了！」

助港青識國情投身建設
對於國家開展新時代改革開放，劉女

士認為，有需要致力培養優秀的香港青
年，讓他們參與到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
進程中，「平時我教學生畫畫時，也會
帶學生認識香港、內地的景致，描繪兩
地特色場景，也跟他們說說歷史、說說
中國故事，讓愛國之情植根心中。」
她希望透過藝術感染學生，助年輕一

代加深對祖國的認識，讓他們長大後投
身到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建設中。
從事服裝設計的林先生熱愛藝術，喜

歡到處參觀各類藝術展覽，增
加藝術設計靈感，他表示是次
參觀讓他開拓了眼界，進一步
加深對國家改革開放40年這段
歷史的理解，對加強設計靈感
相當有幫助。
陳先生在《欣賞香港》畫作

前認真欣賞，指畫作充滿了香
港情懷，讓人賞心悅目。其中
一幅電車特寫的圖畫裡，軌道
旁的地盤工人就是他當年的縮
影，皆因他年輕時從事地盤工
作，把青春都貢獻給香港的城
市建設，能在這畫面看到仿似
自己當年的樣子，讓他欣慰萬分，從中
感受到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經
濟騰飛。
陳先生與朋友看完展覽後指，能從作品

中看到小時候熟悉的景象，看到小時候常
去的小漁村現在發展成繁榮的碼頭，可見
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很大變化。
提到改革開放再出發，他希望香港與內地

青年多交流，進一步促進兩地融合發展。

黎小姐專程與朋友前來參觀，她從作
品中看到了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40年
的歷程，看到了香港從無到有、從小漁
村發展成高樓大廈林立的現代化城市，
整個展覽讓人眼前一亮。
蔡小姐既是義工也是觀眾，她十分喜

歡藝術，看到市民絡繹不絕地前來參
觀，展現對文化藝術的興致，她說，自
己能與市民大眾共享藝術，十分開心。

展覽預告
■「香港牽動我的心──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美術創作展」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的首場展出，今天進入最後一天，展出
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今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10分還將舉
行主題講座「時代變遷中的中國油
畫」，由中央美術學院造型學院副院長
張路江教授主講。

■下月3日至10日，第二場創作展會移師到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公開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由中央美術學院、香港各界文化促進

會、香港美協聯合舉辦的「香港牽動我

的心─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美術創作

展」，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的展期將進

入尾聲。昨日，大批市民和藝術愛好者

把握難得的機會，親往展場一覽作品風

采，感受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輝煌歷

史，共同思考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未來之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回味改革點滴 共思國家未來
市民觀展感振奮 指港須跟上發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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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本港大學正積極搶抓
大灣區新機遇，為兩地創科發展
增添動力。科大與廣州市人民政
府、廣州大學昨日正式簽署協
議，合作籌建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是次合作被科大視為學校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以及加強學
校教研、知識轉移的新契機。
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

張碩輔，廣東省副省長黃寧生，
廣州市市長溫國輝，教育部國際
合作與交流司副司長李海，國務
院港澳辦交流司巡視員黃光，中
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特區政府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科大校董
會主席廖長城，校長史維等出席
昨日簽約活動。
廣州市政府相關負責人指，為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州市
積極引進科大來穗合作辦學，廣
州市和科大抓住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發展歷史機遇，自去年3月啟
動商談合作辦學以來，雙方洽談
順利，進展迅速。

廖長城：為灣區育國際人才
廖長城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要

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人才是

關鍵，科大期望能為大灣區培育
具創新能力的國際化高端人才，
並通過今次合作加強本地知識轉
移，彌補本港高科技製造產業的
不足。
史維指，分校學術院系架構不

與科大重疊，致力做到優勢互
補，定位則為與科大具同等質量
和水平的高等教育機構，他希望
將分校打造成一流的研究型大
學，以國際先進大學的模式辦
學，依法享有高度學術自由。
根據協議，廣州市將在粵港澳

大灣區地理幾何中心南沙區提供
1.13 平方公里土地用於港科大
（廣州）辦學，並將給予建設、
辦學經費等保障。新校將以英文
為基本語言，首階段先招收研究
生，計劃將在校研究生逐步增至
4,000人。科大教務委員會負責新
校的課程審批及評議，課程將結
合國際學科發展趨勢和大灣區的
發展需要，專注不同跨學科主
題。
合作各方已就港科大（廣州）

的學科規劃、組織架構、校園規
劃及設計等項目展開籌備工作，
呈交內地相關部門審批的申請程
序將會盡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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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姐既是活動義工也是觀眾，很開心能與市
民一同享受藝術盛宴。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劉女士指將與學生分享中國故事，培養他們
愛國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黃先生指香港應加強創新，融入國家發展，
實現改革開放再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三方簽署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聖誕節將
至，尖沙咀海旁燦爛的燈飾一向吸引大批旅
客及市民前往歡度佳節，今年彼岸的中環亦
將同樣閃爍精彩！旅發局今年首次舉辦的
「國際燈光藝術展」及載譽而歸的「皇后像
廣場聖誕樹」，將於平安夜及除夕晚的亮燈
時間由晚上11時特別延長至深夜1時。
除此之外，旅發局特別於「國際燈光藝術

展」及「皇后像廣場聖誕樹」現場安排音樂
表演及報佳音活動，營造節日氣氛，為大眾
帶來聖誕好去處。其中，於中環海濱首次舉
辦的「國際燈光藝術展」由即日起展出18件
來自世界各地及香港的創意燈光藝術作品，
為公眾帶來富互動及娛樂元素的非傳統「燈
飾」。
旅發局由今日起至本月26日期間，每晚8

時30分至9時30分由銅管五重奏及色士風四
重奏樂隊輪流出場，演奏多首經典聖誕歌
曲。於明日起至元旦日期間，3架美食車
「The Butchers Truck」、「大師兄美食車」
及「有得餃水餃專門店」亦會輪流到場助
陣，提供多款特色美食。看完燈光藝術作
品，可信步走到中環的皇后像廣場，欣賞高
19米的巨型聖誕樹，今日起至聖誕節當天將
有聖誕報佳音活動，由詩歌班現場獻唱，以
歌聲增添聖誕氣氛。

燈光藝展平安夜除夕延長亮燈

■■陳先生點出畫中各香港知名地標陳先生點出畫中各香港知名地標，，指畫作充滿香港情懷指畫作充滿香港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市民細賞畫作市民細賞畫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市民拍攝心儀畫作市民拍攝心儀畫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