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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程師」活動旨在引導廣大青少年積
極參與科技創新實踐，培養愛科學、講

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濃厚興趣。今年的活動
於5月19日至25日在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舉行，香港地區首次以香港STEM
教育聯盟作為聯合主辦。

跨小學初高中年齡段
STEM教育聯盟負責人表示，此次參賽的小
學、初中、高中三個年齡段的6支隊伍，是經過多
次選拔並在地區決賽中獲得第一、第二的隊伍，絕
對能夠代表香港在教育方面發展的較好水平。在參
賽作品中，小工程師們重點考慮到香港與內地之間
的關係，結合大灣區甚至全國的概念，用智能作品
和高新技術去解決、應對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本港
青少年們的科創作品，不僅體現出他們對加強兩地
交往的美好願景，也顯示出他們的跨學科教育背
景，並融匯到創新作品當中。

研VR/AR系統導賞
聖公會諸聖中學的同學，希望內地遊客在港時

可盡享美景，面對導賞員不足的情況，使用
VR/AR技術研發導賞系統。他們也開始為北京
的景點創作VR/AR系統，並期待應用於全國更
多的景點，傳承中國文化。優才書院的小工程
師，看到越來越多本港長者到大灣區養老，因此
與在港子女分隔，可能出現跌倒等突發情況，於
是發明帶有追蹤傳感裝置的智能老人背心。從香
港青少年的參賽項目，能感受到他們對兩地交流
的思考，以及運用科技力量解決問題的能力。
據介紹，「未來工程師」博覽已舉辦13屆，
廣受各界好評。本屆活動有來自全國20多個省
（市區）以及港澳的青少年工程師代表隊，共
3,000餘人參加。活動力求把科學、技術、工
程、藝術相結合，通過真實任務培養青少年綜合
運用知識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具體包括木
樑承重、投石車、過山車、水火箭、無人機、千
機變、創意花窗、創意微拍1+1、愛創造智能作
品、智能F1賽車、回收工程等11個項目。自
2018年起，香港STEM教育聯盟組織了香港賽
區加入了「未來工程師」博覽，今年澳門也將作
為一個賽區加入該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譚添心 北

京報道）2019年全國科技活動周今起登場，

其中「未來工程師」博覽尤其受青少年關注。

香港STEM教育聯盟有關負責人表示，香港地

區今年首次由該聯盟聯合內地機構在北京聯合

主辦「未來工程師」博覽。經本港三大工程師

協會合力選出，來自小學、初中、高中的6支

代表隊參賽，將展示本港青少年在工程科技、

創新創意方面頂尖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參賽的作品，多考慮到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並

結合大灣區甚至全國的概念，體現出本港青少

年對加強兩地交流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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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上海市科
協學術年會昨日在滬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
協主席萬鋼在會上表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形成了歷史性的交匯，科技人才競爭的激烈程度前所
未有，而中國的科技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世
界科技舞台，但也面臨着更大的風險與挑戰。

增強科創策源能力
萬鋼表示，中美貿易摩擦「起起伏伏」，尤其是美國

對中國企業華為的打壓，使全世界看到這場摩擦背後是
一場科技實力的競爭。發展高科技，中國必須站在制度
創新的基石上，堅持改革開放、擴大合作，吸引世界科
技工作者來參與中國的創新，為全世界的科技創新貢獻
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由大到強的發展。」

萬鋼還指出，「關鍵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
的，制度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
路。」而在建設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進程中，他希
望上海能夠全面加強科技、體系和創新能力的建設，
不僅要在核心關鍵領域大力突破，拿出標誌性引領性
的科技成果，「還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增強科技創
新的策源能力」，即努力成為全球學術新思想、科學
新發現、科技新發明、產業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更
好地引領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
另外，上海市科協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

三個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萬鋼分別為委員會主任頒
發聘書。而以「聚集三大重點領域發展，推進上海科
創中心建設」為主題，接下來將有近60場多形式、
多層次的學術交流活動在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及澎湃新聞報道，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前日召開幹部大會，宣佈中央對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的決定。肖亞慶
任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此前，肖
亞慶擔任國資委主任、黨組副書記。
大會同時宣佈免去張茅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

黨組書記職務，官方簡歷顯示，張茅今年已滿65
歲。去年3月公佈的國家架構改革方案中，將國家工
商行政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的職責，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執法職責，
商務部的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執法以及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辦公室等職責整合，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根據國資委官網簡歷，肖亞慶1959年9月出生於

北京，畢業於中南大學材
料加工工程專業，博士研
究生，教授級高級工程
師。
歷任東北輕合金加工廠

技術處副處長、處長，東
北輕合金加工廠副總工程
師、總工程師，東北輕合
金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西南鋁業加工廠廠長、黨委委員，西南鋁業（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委員，中國鋁業
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黨
組書記，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兼中國鋁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國務院副秘書
長、機關黨組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譚添心 北京報道）6支香
港青少年代表隊，來到北京參加
「未來工程師」博覽，與全國高
手「同場競技」，令他們既期待
又興奮。
「能夠代表香港參加全國的比

賽，感覺很開心，心裡有一種成
就感」，聖公會諸聖中學的同學
們說，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獲獎
可以帶動人們對VR、AR和編
程的興趣，通過這種技術傳承中
國文化，非常希望我們的作品能
夠幫助國家做些事情。項目指導
老師，諸聖中學何嘉琪老師表
示，兩地交流越來越密切，同學
們很想去製作更多的中國著名景
點。未來，期待能夠與內地的同

學合作，在VR、AR時代更好
地傳承中國文化。
對於優才書院的同學們設計的

智能節水淋浴系統和智能老人背
心兩個項目，優才書院的陳偉傑
老師說，近年來中國科技發展迅
速，香港更投入很多資源在青少
年的科技培養。通過訓練，學生
們不僅學到科學知識，更關心社
會發生的問題，比如水資源以及
長者養老。同學們可以跟老師探
討問題，並找出解決的辦法，再
做出作品，實現產品化。「未來
工程師」這樣的比賽對青少年是
很好的，能夠和內地更多交流、
比賽也是很好的，同學們將會把
這段寶貴經歷帶回香港與其他學
校共同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博物館舉辦展覽
約2.6萬個，教育活動近26萬次，參觀人數
達11.26億人次，比上年增加1億多人次。
昨日，「5．18國際博物館日」中國主
會場活動在湖南省博物館舉行，國家文物
局局長劉玉珠發佈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博物
館事業發展的最新數據。截至去年底，中
國登記備案的博物館達5,354家，比上年
增加 218 家，免費開放博物館數量為
4,743家，佔博物館總數的88.6%。
劉玉珠評價說，博物館日益成為公眾歡

度傳統節日的新選擇，成為人民嚮往的美
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博物館未來的發展方向，劉玉珠在
昨日下午舉行的「博物館．文化中樞」論
壇上表示，中國博物館應探索搭建「博物
館社交圈」，嘗試將博物館服務對象從個
體擴展到社會群體。同時，要探索實現博
物館服務從實體空間向虛擬空間的延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譚添心
北京報道）第二屆平遙國際雕塑節將於
7月5日至7月28日在山西平遙舉辦。北
大藝術學院院長、第五十四屆威尼斯雙
年展中國展策展人彭峰擔任本屆雕塑節
總策展人，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本屆平遙國際雕塑節將分為三大板塊，
其中包含中西國際對話、中國城市雕塑
家作品和平遙當地藝術家及青年學生的
作品展示，屆時，所有室內作品都將在
平遙的柴油機廠內展示，所有戶外作品
都將在平遙古城中聯動展示，從而凸顯
雕塑的複雜性和差異性，做出「只有在

中國大地上可以看到的藝術展」。
據悉，本屆雕塑節將以「之間」（In-

between）為主題，展出超過150件雕塑
作品。此外，雕塑節還開設了中外藝術
家互動性雕塑作品創作環節，邀請全球
的藝術愛好者們與雕塑作品零距離接
觸。
記者在發佈會上了解到，平遙縣將利

用本屆雕塑節參展藝術品的版權合作，
深化和擴大平遙旅遊產品技術開發。同
時充分利用平遙的傳統文化遺產，打造
國際藝術交流平台，實現商業盈利和藝
術影響力的雙贏。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
聞客戶端昨日消息，國務委
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當天應約
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電
話。
王毅表示，美方近段時間

在多個方面採取損害中方利
益的言行，包括通過政治手
段打壓中國企業的正常經
營。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我
們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遠
了，應當盡快改弦更張，避
免中美關係受到進一步損
害。
王毅強調，中方已就近來

美涉台消極言行表明堅決反
對的立場。我們敦促美方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
理涉台問題。
雙方還就有關國際地區問

題交換了意見。

王毅：堅決反對美損中方利益言行

創意解決社會問題

博物館「打卡」熱
去年增逾億人次

山西平遙國際雕塑節7月開幕

■去年平遙國際雕塑節
展出的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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