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設專委會握灣區機遇
方案進展「如火如荼」金融學院教授任領導

譚鐵牛訪教聯會交流灣區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與教育
科技部多位成員前日年初十到訪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並通過教
聯會向全港教育界拜年。教聯會
亦藉此機會介紹該會去年工作情
況及未來發展計劃，雙方並提及
大灣區規劃對於教育事業的影
響，並就不同教育議題交流意
見。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副會長周
世耀、主席黃錦良等人參與會
面，黃錦良對是次中聯辦探訪感
到非常榮幸，又指雙方有就不同
教育議題交流意見。其中提到中央政府正大力支
持大灣區的建設，教聯會會積極配合，讓更多的

香港同工能參與其中，受惠於大
灣區的政策，例

如協助香港教師在內地申請中小學教師資格等，
期望為建設大灣區出一分力。
黃錦良又表示，教聯會於來年將提供多元化服

務，包括增加會員福利，進一步完善過往的措施，
從各個方面支援教育界的前線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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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聯辦副主任譚
鐵牛日前於辦內與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陳家樂一
行會面交流。譚鐵牛肯定房協在支持配合特區
政府房屋施政、服務香港市民、引領促進建造
專業發展、協助內地廉租房及經濟適用房政策
建立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並向他們介紹了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逾40年來
的輝煌成績，希望房協不忘造福市民初心，發
揚專業優勢，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繼續加

強與內地房屋領域合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房協成立於1948年，是非政府非牟利的法定

機構，一直擔任香港「房屋實驗室」角色，協助
特區政府發展及研究不同的房屋計劃。業務範圍
主要涉及物業發展、物業管理、商業租賃、長者
房屋、市區重建及舊樓維修等，成立至今發展了
89個項目，提供逾7.1萬個住宅
單位。

譚鐵牛見陳家樂讚房協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
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和校董會主席馬時
亨，及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昨日在宿舍與11名賽馬會獎學金
得獎人茶敘，其中兩名出席的尖子葉慧
儀（Bibi Tayyaba）及梁鈺鈿（Yvette
Leung），原來與馬時亨甚有淵源。
話說馬時亨教授年少家貧，連讀書交

學費也有困難，幸得小學班主任協助，
才得以繼續學業，後又遇上仁師鼓勵，
啟發他奮發向上，貢獻社會。
正因為自己成長的經歷，所以當他得

悉Bibi及Yvette兩名優秀的學生在獲得
獎學金後，仍然不足以支付到海外升學
的學費及生活費，遂出心出力，除自掏
腰包資助她們外，更聯繫有心人，為她
們籌措足夠學費及生活費，令她倆最終
夢想成真，在海外完成學業。
馬教授更親自擔當兩人的生命導師

（mentor），實行身體力行，以生命影
響生命，承傳作育英才美德，希望兩人
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巴基斯坦籍的Bibi出身基層，在香港

土生土長，能操流利粵語及英語。2017
年，Bibi在教大畢業後，獲得獎學金及
馬教授和有心人資助，遠赴牛津大學攻
讀碩士學位課程，去年學成歸來，現於教
大英語教育學系擔任講師，春風化雨。
Yvette是Bibi的同班同學。她在教大
畢業後同樣獲資助，到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修讀碩士課程，專門研究國際教育發
展。完成課程後，Yvette再到德國實
習，期望日後有機會參與教育政策制訂
的工作，為香港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 理工大學精神健康護理學（榮
譽）理學士學位課程的8名五年級學生以一篇題
為「香港老年人體弱狀況轉變的預測因素：五年
的縱向研究」的論文，早前在第十五屆世界華人
地區長期照護會議暨第二十五屆老年學周年會議
及第七屆跨境安老服務研討會中奪得優秀論文演
說亞軍。論文演說者黃家信成為耆年健康護理中
心青年研究員獎學金的首名得獎者。

倡精神服務抗體弱
獲獎團隊成員還包括：張娟綾、康錦嘉、勞穎
瑤、施宏歷、鄧淑君、謝家維和黃家浩。他們進
行二次分析，以探討近年（2013－2017）香港老
年人的體弱轉變模式以及預測體弱狀況轉變的因
素。論文的重要性在於作者識別了體弱進程的保
護因素（如：較佳的心理健康，認知能力和肌肉
質量）及風險因素（例如較高的焦慮水平）。作
者發現心理因素可以預測體弱的進程，並建議對
付體弱的其中一種策略應包括精神健康服務。
獲獎學生的論文指導老師關耀祖說：「今次成

功的關鍵是學生運用了有價值和可信的資料（耆
年健康護理中心的資料庫），論文的質素監督和
學生的演說表現都良好。」

港大昨日舉行傳媒新春團拜，張翔
在與記者交流時表示，港大正積

極尋找大灣區發展機遇，為此學校成立
專門的委員會負責相關工作。他提到，
例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的成立，都是
校方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步驟，
希望用香港最好的醫療體系，為國家醫
療體制改革起到示範作用。
同時，港大亦已與廣東藥科大學在中
山市成立「廣藥大──港大創新平
台」，在大灣區合作發展生物醫健科技
的研發，加速醫學科技成果轉化等。

或由多個學院聯合參與
區潔芳透露，相關專門委員會由即將
於4月1日起上任暫任首席副校長一職
的港大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
領導，強調校方對大灣區發展「很熱
心」，正在考慮不同的發展選項，或是
幾個學院聯合參與，目前相關商討正

「如火如荼進行」，但待綱要公佈後再
確定具體方案。
於今年1月提出請辭、將於下月底離

任的港大暫任首席副校長譚廣亨昨日亦
有出席新春團拜，他表示，退任後想
「擺多啲時間做我至愛嘅工作：科研、
教學、臨床」，亦會繼續擔任港大李達
三博士研究中心總監。他強調，在未來
的科研工作中，或可利用大灣區龐大的
疾病個案進行研究，以彌補香港相關數
據不足的缺陷。
對於有猜疑指其請辭涉及與校長張翔

不和，譚廣亨強調「與校長關係非常
好」，重申自己是希望專注於醫學教研
工作，又指與將接任的王于漸相識甚
久，形容雙方能夠做到「無縫」交接。

副校長離職因目標不同
張翔則指，在上任後先後有兩名副校

長離任管理崗位，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發

展目標，認為教授轉換環境亦屬正常，
強調自己與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及其他管
理層關係良好，而未來數周校方將成立
兩個物色及遴選委員會，分別處理招聘
首席副校長及法律學院院長事宜。雖然
首席副校長一職處於暫任狀態達三年
半，但他表示，美國大學聘請管理層人
員亦需多年時間，故該校現況並不罕

見。
另外，就近年港大退休年齡政策引起

不少爭議，專責學術人力資源的區潔芳
指，校方知道有聲音希望教職員退休年
齡由60歲提升至65歲，校方未來會進
行檢討，評估提高退休年齡對學校財政
的影響，期望在她本人明年任期屆滿前
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詹漢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公佈

在即，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昨日於該校傳媒新春團拜上亦透露，為配

合大灣區發展，校方已成立專門委員會，商討新機遇下學校未來發

展的可能。港大副校長區潔芳補充指，校方希望待綱要出台後再確

定具體方案，但相關方案進展「如火如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於去年底已提交最終報
告，建議局部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建
屋，惟政府一直未就報告建議作出回
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香港願
景」召集人曾鈺成表示，小組的責任是
收集及分析公眾意見，政府是最終執行
者，若政府的政策與小組報告不同，需
向社會解釋，否則將會寸步難行，面對
政治阻力。
曾鈺成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被問到，若

政府最後決定不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
建屋，會否覺得政府沒有尊重小組工
作，甚至是「過橋抽板」。他指出，小

組的責任是收集公眾意見，加以量化和
質化分析，撰寫如實反映民意的報告，
據他了解土供小組所有成員均非常支持
主席黃遠輝的看法。

「照單全收」未必負責任
他引述特首林鄭月娥稱，若對所有意

見「照單全收」，未必是負責任的做
法，由於最後制訂和執行政策的責任在
於政府，是否百分百按照小組建議制定
政制是政府的決定，如果政府的政策與
小組報告不同，有需要向社會解釋，如
果社會反對，政府將寸步難行，面對很
大的政治阻力。

曾鈺成並說，知道行政長官很快
會就小組報告作回應，他會拭目以
待，其智庫「香港願景」亦會就大
規模公眾參與活動的成效進行研
究，着眼點並非政府土地政策與小
組意見有多大出入，而是如何讓公
眾好好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
不 會 關 注 小 組 是 否 被 「 過 橋 抽
板」。

灣區須堅持「一國兩制」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曾鈺成指

香港與其他國家灣區最大的分別是擁
有「一國兩制」，可保留自己的特

色。
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香

港與澳門必須堅持「一國兩制」，
才能在大灣區發展和國家改革開放
上作出貢獻，除了法律制度之外，
香港也能為內地的企業和社會管治
提供經驗，在可見的將來沒有內地
城市可取代。
他又提到，自己遇過不少到內地發展

的年輕人，部分已在內地長時間建立了
其事業基礎，找到發展空間，智庫希望
可與他們多作交流，了解其成功秘訣和
遇過的挫折，讓打算到內地發展的香港
年輕人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元宵
佳節將至，新鴻基地產代理執行董事馮
秀炎昨日表示，新地旗下15大商場(包
括apm、大埔超級城、世貿中心等）計
劃投放530萬元作為情人節宣傳推廣
費，按年升約10%，創歷年新高。她預
計，情人節推廣期間（2月14日至19日
共6天）新地15大商場人流可達980萬
人次，按年升10%至15%，營業額達2.8
億元，升10%。
總結新春高峰期（2月2日至10日，

年廿八至年初六，共9天），新地15大
商場總人流逾1,500萬，按年升13%，
營業額則逾 3.8 億元，較去年升約
11%。延續新春旺勢，該15大商場正
舉辦「香港古今婚嫁珍藏展」，展出百
萬古董裙褂、新派時尚婚嫁配飾，還有
大電視求愛站、元宵晚會及禮品獎賞
等。

展望今年新地15大商場發展大計，馮
秀炎指將以「諸事打卡、標誌創新」為
租務宣傳策略，加入打卡租戶組合（潮
流特色店、時令餐飲，時限快閃店），
加強科技應用，提升電子化商場設施、
創新推廣點子，深化與商户合作，提供
不同優惠，迎合新世代自我消費需求。

將引VR等創科促購物體驗
她並指，今年整體宣傳推廣費預算3

億元，升10%，當中創新數碼科技及忠
誠顧客推廣費達8,000萬元，升20%，
將引用創新科技AR、VR、ibeacon定位
及利用AI人工智能，加強與顧客互動及
創新購物體驗。同時會積極開發不同的
網絡平台及優化設施，及引入更多國際
時尚人氣品牌，發揮貼市租戶組合力
量，預計今年第一季新地15大商場人流
可達 1.8 億人次，按年升約 10%至

15%，生意額則可達53億元，按年升約
10%。
她表示，環球市況波動，中美貿易

戰會否緩和、人民幣走勢、內地旅客
數字能否維持高增長、股市樓市調

整，都會對本地顧客消費情緒，相信
受惠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啓用，
及即將公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
進一步帶動兩地人才交流，長遠有利
本港消費效益。

曾鈺成：政策土供報告若不同勢遇阻

研長者體弱因素
理大生論文獲獎

新地15大商場春節營業額3.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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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學生論文獲得優秀論文演說亞軍。

■馬時亨（前排中）、張仁良（前排右）與Bibi
（後排左五）及Yvette（後排左六）等學生茶敘。

■張翔透露，港大已成立專門委員會配合大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譚鐵牛(前排左
三)與陳家樂一行會
面交流，肯定房協
在支持配合特區政
府房屋施政等多方
面作出的重要貢
獻。 中聯辦圖片

■譚鐵牛（右二）與教聯會就教育議題交流意見。教聯會圖片

■新地15大商場正
舉辦「香港古今婚
嫁珍藏展」，展出
百萬古董裙褂、新
派時尚婚嫁配飾。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悅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