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中科院實習 繪製腦圖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2019中國科學院──香港青年
實習計劃結業儀式昨日在中國科學院
自動化研究所舉行。在為期6周的實
習計劃中，49名香港大學生在中科院
6個研究所的40名科研人員導師團隊
指導下，參與了17個課題研究與實
踐，並完成腦圖譜繪製，尋找新的超
導材料等成果。
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高鴻鈞、香港
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出席昨日的結業儀式並致辭。活動由
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局長周德進主
持。今年實習計劃，共接收49名香港
大學生，圍繞人工智能、數學、物理
和生命科學等多個領域開展研究實習。

尋新超導材料 摸索研究方法
在6周的實習期內，香港大學生近
距離接觸、了解、參與科研、開展動
手實踐，在導師團隊的悉心指導下設
計、製作完成多項成果。有的同學利
用多模態磁共振成像數據，完成了不
同腦區和全腦尺寸的個體化的腦圖譜
繪製；有的學生利用深度學習構建了

人機對抗的智力遊戲；有的學生在實
驗中摸索研究方法及手段，尋找新的
超導材料等等。
此外，為讓港生更了解中國科學院最

新科研成果，感受中科院科學家的情懷
和擔當，中科院智能科普聯盟策劃「感

受中科院」、「名師講堂」、「零距科
學家」等活動，使實習學生們能夠近距
離聽院士做前沿科學報告，走進科研院
所，進一步領略科學的魅力。
今年的實習計劃，還策劃「文化共

傳承」和「團隊一家親」等活動，帶

港生訪故宮、聽國粹，前往古都西安
探訪明城牆、兵馬俑，領略中華五千
年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蘊。中科院研究
所的研究生和香港大學生一起進行素
質拓展、製作麵包等團體活動，在交
流中建立友誼。

內地生港升大 申請增有隱憂
灣區效應申請數升逾三成 教界恐近日社會動盪嚇走尖子

內地生申請數及學額
院校 2019/20學年申請數 增幅 學額

科大 新學年申請較往年上升， 不適用 約190個
2017學年至19學年數字
為5,000宗至7,000宗

浸大 約5,000（約3,700） 35% 約130個

理大 約3,800（約2,700） 41% 約250個

教大 約3,700（約2,200） 68% 約110個

嶺大 2,792（1,753） 59% 約70個

公大 逾2,000（約1,000） 100% 多於200個

演藝 159（81） 96% 約11個

*括號內為去年數字

■資料來源：各所院校回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向各高等院校查問
2019/20學年學士課程內地招生

情況，共有7所院校回覆，包括5所資
助大學，全部申請數均有所增加，整
體來說今年申請超過2.4萬宗，較去年
上升逾33%。

科大最受歡迎 公大增幅最多
各院校之中，以科大內地生申請數
最多，該校指，2017年至今，每學年
收到5,000宗至7,000宗申請，而2019/
20新學年申請書亦較今學年提升，學
額將維持約190個。
浸大則收到約5,000宗申請，較去年
3,700宗上升約35%，該校新學年提供
約130個學額，即38人爭一學額；理
大於新學年約有3,800宗申請，較去年
2,700宗增41%，共競爭250個學額，
即15人爭一學額；而教大入學申請約
有3,700宗，較去年2,200宗多68%，

但其學額只有110個，即34個人爭一
學額；嶺大雖只提供70個學額，但新
學年收到2,792宗內地生入讀申請，與
去年比較升幅近六成，競爭比率40人
爭一學額。
其他院校方面，公大指新學年收到

逾2,000個內地生申請，較去年約1,000
宗翻了一倍，競逐約200個學額；而香
港演藝學院則收到159宗內地生申請，
亦較去年81宗上升近倍。

《規劃綱要》增來港升學意慾
對於港校內地生申請大增，中大工
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早前
公佈，對提升內地生來港升學意慾有
正面影響，而香港院校因應大灣區提
出不同的發展目標及計劃，相關宣傳
活動增加，亦讓內地生對來港升學更
加了解。

黃錦輝又提到，大灣區造就的事業發
展機會，亦對人才具吸引力，例如部分
香港公司會增聘內地生，利用他們熟悉
內地制度、環境的優勢，發展內地業
務，「以保險業為例，香港公司若不熟
悉內地政策，其實很難開拓事業，所以
更需要內地人才擔任分區主任、銷售等
工作。」另外亦有不少企業心儀在港畢
業的內地生，他們不僅熟悉內地文化，
同時具備國際視野，有助公司開拓「一
帶一路」沿線市場。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

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國際聲譽佳，評
審過程嚴謹並具質素保證，不少內地
生及家長均抱有信心，加上大灣區發
展下香港的院校可背靠區外各城市，
有助學生與內地的接軌，學業、事業
發展空間均非常理想，認為香港應該
盡量爭取高質素的內地生，以提升學
習風氣及科研的水平。
他亦認同，內地生申請較早截止，

數字大增並未反映近日香港社會出現
的紛爭，應該審慎檢視，又坦言擔心
政治動盪會讓有意來港的內地生卻
步，「其實在『佔中』期間，已有內
地學生問我『香港是不是很亂』、
『大學會不會被捲入政治事件』，很
多人渴望在和平的環境下讀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踏入暑假，香港各所大學內地招生程序已到尾聲，從多所高等院校回覆香港文匯報的數

據可見，2019/20新學年內地生申請入讀港校的數字較去年激增逾三成，個別院校申請數甚至翻了一倍。有學者分析

指，香港高等教育質素高，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如火如荼，均有助吸引更多內地生來港升學。不過要留意的是，有關

入學申請均於6月初或之前截止，教育界人士指應審慎看待有關數字，直言擔心近日社會動盪會令優秀學生卻步，影響

香港吸納人才的機會。

近年香港部
分人肆意煽動
排擠內地人，
意圖激化兩地

矛盾，令兩地居民正常交流
受阻礙，大學校園亦充斥對
立氣氛。針對近日香港社會
動盪及暴力事件，有原本希
望入讀港校的深圳高中生坦
言，其想法因此有所動搖；
亦有內地家長指，對孩子入
讀港校後的安全問題和人際
關係表示擔憂，更傾向改到
北京、上海等地升學，或考
慮到海外留學。

據《大公報》日前報道，將於9
月升讀高三的深圳學生許同學表
示，本計劃於暑假參觀香港各所高
校，並打算明年高考後申請入讀港
校，惟香港近日暴力衝擊事件不
斷，使他對香港升學望而卻步。許
同學的家長李女士則說，升讀港校
「原本是個很好的選擇，現在看來
不一定合適了」，她又指香港部分
人對內地的排斥讓他們覺得擔憂，
不得不重新考慮孩子的升學計劃，
又指「還是北京、上海的學校比較
穩妥一點，如果要申請也更傾向海
外、特別是歐洲的高校。」
深圳某「直升港校」 培訓機構

負責人則形容，由於港大國際排名
高，交換生計劃亦覆蓋全球，原本
受到深圳大量高分考生青睞，不過
近年來該校校園出現排斥內地生的
氛圍，兩地學生相處「陣營分
化」，包容性大打折扣，對於深圳
高分考生來說不再是「最優選」，
報讀人數有所下降，成為了一個
「沒落貴族」。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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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本
月初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局方昨日決定全面接納報告內
27項建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局方早前已率先吸納專責
小組初步意見，2019/20學年起落實「一校一行政主任」及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經詳細考慮，局方亦決定由2019/20學年起陸續推行另外

14項建議，如加強校董培訓及學校探訪、成立聚焦小組了解
持份者需要、推行校董培訓軟指標、與「學校投訴覆檢委員
團」跟進將覆檢個案類別擴大至教師的投訴個案等，現正訂
定相關執行細節。
餘下11項建議涉及辦學團體或法團校董會，教育局會盡
快聯繫，籲請他們於2019/20學年起實行建議，並提供適切
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賽馬會會員
款客事務學院」昨日舉行成立典禮，是本港首間開
辦資歷架構第五級（學歷等同學士學位）款客課程
的非學術機構，預計每年為馬會內部培訓二三十名
專業管理人才。馬會今日起舉辦為期三周的招聘博
覽會，希望為馬會招聘餐飲、康樂、維修等500個
全職員工。
已獲得「卓越款客管理高級證書」的馬會會所中

餐部經理胡毅成表示，他18歲中五畢業後就加入
馬會會所，一直服務馬會23年，期間成家立業，
已經有兩個小朋友。他說：「我可以說是在馬會長
大」。他稱讚馬會很注重團隊精神，不斷為員工提
供各種進修機會。他表示，修讀這個副學士課程一
開始時覺得有點吃力，但學習了財務和市場管理等
課程後，對管理餐廳很有幫助，能更好控制餐廳營
運和推廣，亦為進一步晉升拓展空間。
他續說，在馬會會所服務，最重要是保持自己開

心，才能讓客人開心，很驕傲能和不少會員親如家
人。但他表示也遇到不少挑戰，比如會員客人沒預
約就直接光臨，入餐廳時沒按要求西裝革履等。他
指，作為餐廳經理，絕對不能和客人爭吵，一定盡
力讓客人滿意，例如餐廳就準備了不同呎寸的西裝
皮鞋等供客人臨時更換。

維持優質服務 樹立款客典範
在昨日學院成立典禮上，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致

辭時表示，馬會會員事務部員工逾1,800人，他們
對馬會維持高水平的服務相當重要，尤其會員會所
是馬會綜合營運模式中的重要一環。新成立的學院
有助維持馬會會所的最高規格優質服務，為香港款
客業樹立典範。
馬會將於7月24日至8月10日舉辦「駿步．領前
招聘博覽」，提供500個職位空缺，涵蓋餐飲服
務、廚師及廚務、體育及康樂、會員關係、工程技
術人員和其他後勤支援等120個不同工種及崗位，
求職者需先於賽馬會網站預約面試時間，於博覽期
間面試後，有機會即場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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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接納校本管理小組建議

政治事件拖累 書展人財兩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連7天的香港書展昨日閉幕，不
少市民「趕尾班車」前往購書，但受近期政治事件影響，人流較往
年下跌。香港貿易發展局昨晚公佈，今屆書展共有98萬人次入
場，比去年破紀錄的104萬人次下跌6%，人均消費875元，則按年
上升約8%。有書商指整體銷量比去年減少20%至30%，需提供特
別優惠促銷。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今屆書展的7天展期，共吸引98萬人
次入場，較去年的104萬人次下跌6%。大會於書展期間委託研究
機構抽樣訪問超過820名入場人士。絕大部分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都
有購買印刷書籍，全年平均消費為1,358元，而受訪者今年預算在
書展的花費平均為875元，按年上升約8%，佔全年平均相關消費
超過60%，反映書迷愈來愈傾向選擇於書展花費及購買書籍。

逾七成受訪者來買新書
調查並顯示，最多受訪者計劃來書展購買最新出版書籍

（75%），36%受訪者希望來享受購書折扣優惠，25%受訪者打算
參與文化活動。讀者最常閱讀的3類書籍分別為小說（63%）、文
學（35%）和旅遊（26%），其他最常閱讀的書籍種類為漫畫、自
我增值、語文學習及政治等。

書商呻生意跌 增折扣促銷
中華書局副總編黎耀強接受傳媒訪問時估計，整體書展生意額有
單位數跌幅，人流輕微下跌。其中以星期日的影響最顯著，因受封
路影響，生意額下跌一半，書店折扣亦由原先八折增至3本以上七
五折，以作促銷。
萬里機構營銷及市場部經理黎曉朗亦指，今屆書展人流較少，整
體銷量輕微下跌。書店折扣由原先八折增至5本以上七折，作最後衝
刺。他又指書店提供電子支付，吸引顧客消費，對生意額有幫助。
有旅遊書攤位負責人表示，今年書展整體人流較去年少，估計銷
量減少20%至30%。而今年的促銷優惠與去年差不多，沒有大幅減
價，優惠由八折降低至六五折。
不少市民在場內把握時間最後入貨，有家長帶同就讀小五的女兒
前來逛書展，她說，趁暑假帶女兒來看書，欲選購一些外面買不到
的「書展限定」書本，不會購買補充練習。

■「香港賽馬會會員款客事務學院」成立，預計每年培訓約
三十名專業管理人才。左四為應家柏，左五為楊潤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書展不旺財書展不旺財，，店員要充當店員要充當「「人肉廣人肉廣
告板告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書商需要提供更多優惠書商需要提供更多優惠
促銷促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中國科學院青年實習計劃昨日結業，香港大學生在中科院導師指導下參與課題研究與實踐。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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