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經歷
■2004年加入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現為工業工程及
運籌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土
木及環境工程系教授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名譽教
授、系主任

■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環境科
學與新能源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及教授

■曾指導眾多博士生和博士後，
多人於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
學等頂尖學府，及谷歌、亞馬
遜等科技企業任職

榮譽
■運籌學和管理科學研究協會
（INFORMS）院士

■ 生 產 與 運 營 管 理 學 會
（POM）主席

■獲美國自然科學基金 CA-
REER Award

■弗蘭茲厄德曼獲獎者（Franz
Edelman Laureate）

港大候任副校長（學術發展）宮鵬港大候任副校長（研究）申作軍

學術經歷
■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地球信息工程
系助理教授

■1994年加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2001年晉升教授

■2016年成為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
系創系系主任，現為理學院院長

■其指導的博士生和博士後，有超過
30人於加大柏克萊分校、加大洛杉
磯分校、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
分校和清華大學等擔任學術職務

榮譽
■歐洲科學院成員
■頂尖期刊《Geographic Informa-

tion Sciences》首任總編輯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的
13位顧問之一

■世界地球委員會的19位成員之一
■「刺針氣候與健康委員會暨倒數
2030」3位聯合主席之一

■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 Talbot
Abraham大獎

■2008年美國地理學會遙感專業委員
會傑出貢獻獎的唯一獲獎者

資料來源：港大、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清華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港大兩候任副校學術經歷成就

貿發局總裁：推港機構專才拓業務
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在論

壇上通過視頻表示，疫情雖然
對香港與寧波之間的經貿交往
造成一定的影響，但甬港兩地
多年來所建立的經貿合作關係

仍然穩固，香港依然是寧波「走出去、引進
來」的緊密合作夥伴。

方舜文指貿發局每年在香港舉辦30多項
國際展覽，都會有約2,000家寧波企業來港
參展，佔了浙江省參展商總數的一半，同時
又有近3,000家寧波企業來港在這些國際展
覽進行採購。此次論壇主題為「甬港攜手，
共創現代服務業新機遇」，她認為甬港兩地
在金融、智慧城市、物流及航運等不同領域

有合作潛力。雖然疫情為商貿環境帶來衝
擊，但也驅動了新思維、新形式和新機遇。
寧波可以積極參與香港創新科技企業合作，
並透過大灣區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協同效應，
一步一步把創科成果帶到東盟地區及國際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寧波報道
■方舜文在甬港論壇上通過視頻
致辭。香港文匯報記者茅建興 攝

甬港經合論壇簽約26項目總投資350億

▶第三屆世界「寧波幫·
幫寧波」發展大會350億
元的項目在現場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茅建興 攝

▲裘東耀表示，要借助合
作論壇等平台，進一步提
高甬港交流密度和熱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茅建興 攝

融合發展
第三屆世界「寧波幫．
幫寧波」發展大會昨日舉
行，同時舉行2020甬港經
濟合作論壇，一千六百多

位海內外「寧波幫」和幫寧波人士通過線
上線下同步直播方式共話情誼、共謀發展。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通過視頻致辭
表示，大會將為促進寧波高品質發展和甬
港兩地融合發展揭開新篇章，望甬港兩地
的合作和發展更上一層樓。另外，26個總
投資350億元的項目在現場簽約，寧聚家園
雲平台、「寧波幫．幫寧波」家園揭幕，
全球海聯驛站亮採行動啟動。
林鄭月娥視頻致辭表示，香港跟寧波在
各個領域都有良好的合作基礎。香港一直
是寧波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也是寧波企業
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的首選平台。有不少
企業在香港融資上市，甬港多年來在各個
範疇的緊密合作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

特首：擴自貿區帶新機遇
她特別提到，國務院在上個月批覆同意
擴展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當中擴展
片區涵蓋寧波市。
她說：「相信自貿區的擴區除了讓寧波
的發展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外，也將為甬港
合作帶來新的機遇。我殷切期望兩地可以
進一步探討合作的空間。」

裘東耀：現代服務業為合作重點
寧波市市長裘東耀表示，這屆世界「寧

波幫．幫寧波」發展大會意義格外重大。
在抗疫鬥爭中，廣大「寧波幫」和幫寧波
人士守望相助、共克時艱，逆風前行、擔
當作為，初心不改、扎根寧波，生動詮釋
了「四知」寧波精神，匯聚起戰無不勝的
強大力量，使寧波在經過風雨洗禮之後變
得更加堅強、更有活力。
裘東耀又指，以現代服務業合作作為新

一輪甬港合作的重點，將進一步助力兩地
深度合作與融合發展，進一步促進甬港兩
地民心相通、經濟共興。他表示，真誠希
望借助甬港經濟合作論壇等交流平台，進
一步提高甬港交流合作的密度和熱度，增
進兩地人民的互信和友誼。

甬港共推服務業合作
論壇上，寧波市人民政府與香港貿易發

展局簽署了《關於共同推動服務業合作發
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推出「寧波企業
國際化服務計劃」，提供菜單式的專業服
務，推動香港的專業服務機構和專才來寧
波拓展業務，協助寧波企業把境外架構設
在香港，對接境外資本和市場，並做好風
險管理等。
受疫情影響，本屆論壇採取「線上+線下」

的方式，分設寧波、香港兩個會場，兩地嘉
賓分別就數字化賦能金融服務、創新科技及
智慧城市發展、智慧航運的發展與商機以及

國內國際雙循環等議題進行了雲討論。
自2002年成功舉辦首屆甬港經濟合作論

壇以來，至今已舉辦十七屆，為兩地架起了
交流合作的橋樑，促進了兩地在經濟、教
育、科技、文化、衞生、現代服務業等多領
域交流合作，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
據統計，截至2020年10月，歷屆論壇

共簽約合作項目259個，總投資額約255
億美元。截至2020年9月底，寧波有港資
企業7,175家，合同使用外資 644.86億美
元，實際使用外資326.8億美元；寧波在
香港設立境外企業（機構）783家，累計
投資額為87.2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寧波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寧波
報道）2020港澳青少年遊學推廣活
動暨內地遊學聯盟大會在浙江寧波
舉行。北京科學文化考察課程、浙
東尋根文化之旅、中國大運河歷史
遺產探索之旅、山西「絳州鼓樂」
遊學課程等15個港澳青少年內地遊
學產品正式發布。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張旭指

出，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
情對內地與港澳的經濟社會發展
都造成了衝擊，對文化和旅遊行
業產生了一定影響。在疫情防控
常態化的大背景下，統籌推進港
澳青少年內地遊學工作，加強港
澳青少年內地遊學聯盟建設，促
進內地與港澳文化、旅遊領域交
流與合作，攜手共渡難關，具有
重要意義。
據介紹，港澳青少年內地遊學

聯盟成立於2015年7月，截至目
前成員單位已達 24個省（直轄
市、自治區），旨在服務港澳青
少年團體內地遊學活動，擴大內
地與港澳地區青少年友好交流，
增強港澳青少年國家認同感和民
族自豪感，促進入境旅遊市場可
持續發展。該聯盟已連續三年舉
辦「內地遊學聯盟走進港澳校
園」活動，為港澳20多所中小學
進行遊學產品推廣。
此次浙江推出的浙東尋根文化之

旅——打造同根同源文化線路包括
了天一閣、寧波南塘老街、蔣氏故
居、寧波大學、寧波工程大學等文
化旅遊景點和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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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雨 樂、趙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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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言

港大校委會昨日傍晚開會，討論申作
軍及宮鵬副校長任命等議程。惟有

關消息此前不斷被攬炒派大做文章政治
炒作，以「內地背景」云云抹黑兩人；
港大學生會更發起所謂反對任命聯署，
昨日聚眾數十人於會議場外，揚言向校
方施壓，視「院校自主」如無物。

特首：從不干預大學事務
身兼港大校監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晨亦被問及對有關任命的看法。她表
示自己一直尊重院校自主，從不干預大
學事務，無論是招聘或撤換教職員，她
和教育局局長亦不會參與。她並強調，
大學要保持國際地位，必須依靠人才，
包括招募世界著名學者、傑出學人，因
此大學招募學人必定是追求卓越、着重
學術成就、國際歷練和能力，相信港大
亦會循着這個方向決定委任。
至昨晚港大校委會宣布，通過委任申
作軍為副校長（研究），宮鵬為副校長
（學術發展），任期5年。消息指，申的
任命有21票贊成，1票反對，反對票屬校
委會本科生代表李梓成；宮鵬則有21票
贊成，1票棄權。校委會成員施文信於會
後指出，校委會就任命事宜經過詳盡討
論，個人而言認同有關決定，並形容該
決定十分正確。
張翔於聲明中指出，申作軍將協助大
學大力拓展研究工作，把握全球企業化
發展帶來的機遇，作出策略性部署；宮
鵬將主管大學策略，在保存現有的優秀
精英教研人員的基礎上，進一步全球招

攬世界級一流多元化人才加入，讓他們
在教研道路上的每一階段盡顯所長。
張翔昨日亦向全體師生發電郵，表示
自己與申作軍及宮鵬雖然曾於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任教，惟各人的學術範疇不
一，除了在校園遇過幾次外，不論是個
人還是工作上都沒有聯絡，強調自己身
為遴選委員會主席，已採取所有步驟來
避免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事實上，申作軍及宮鵬二人均具卓越
學術成就，兼且桃李滿門，屢獲國際專
業認可與獎項（見表）。
而針對外界對兩名副校長人選的政治

攻擊，李國章發聲明指，有關遴選工作
經由全球物色適當人選，審視和諮詢過
程詳盡嚴謹，獲任命教授都是具國際聲
譽，在其學術領域表現卓越的優秀學
者，又強調兩人已特意作出澄清，校委
會對澄清表示滿意，認為所有指控皆不
成立。

港大：充分考慮持份者意見
港大發言人補充指，兩個職位均經全

球獵頭招聘各接觸近200名人選，經最
後篩選的候選人，亦獲安排到港大校園
與遴選委員會成員及大學持份者小組會
面，充分考慮持份者意見後提交給校委
會，大學不論種族國籍、原居地、性
別，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唯一目的是
招攬全球最優秀的人才。
另外，港大校委會昨亦通過，現為暫
任法律學院院長的傅華伶獲正式任命為
法律學院院長。

大學人事任命素來享有院校自主，按學術、研究成就和能力等條件

自行決定人選。香港大學校委會昨日以絕大比數，通過委任兩名來自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清華大學的頂尖學者申作軍及宮鵬為候任副校

長，任期5年。港大強調任命是全球物色人選的成果，唯一目的是招攬

最優秀人才，校長張翔則表示，二人拓展研究及招攬世界級人才的職

務對大學至為重要。就坊間對兩人背景的傳聞和猜測，港大校委會主

席李國章透露他們已特意向校委會澄清，內容令人滿意，校委會認為

所有指控皆不成立。

大比數！申作軍宮鵬獲任港大副校
張翔讚兩人具卓越學術成就 李國章：遴選過程嚴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
六屆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已完成評
選，教育局從862名申請人選出92
名傑出本地學生，資助他們入讀境
外知名大學或世界級專科學院，當
中72人升讀學士學位課程，20人則
升讀研究院課程。教育局發言人昨
表示，本屆政府致力培育年輕人成
為擁有積極人生觀，對社會有承
擔，同時具備國家觀念、香港情懷
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得獎者來自
不同背景，尤其反映出香港的多元
和活力，期待這些年輕人才畢業回
來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提供新動
力。
92名得獎者選修的學科遍及多個

範疇，當中超過三分一人選修與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
有關的課程。其他學科包括法律、
文科、文化及表演藝術、醫學及健
康科學及社會科學等。截至本月23
日的得獎者名單已上載至獎學金計
劃網頁（hkses.edb.gov.hk/tc）。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受疫情影

響，導致全球主要公開考試成績延
誤發放，影響了今年獎學金計劃的
甄選過程，而為顧及不同院校的入
學時間表，甄選程序仍在進行，其
後或會再有申請人獲頒獎學金。至
於下一屆獎學金計劃的申請詳情，
將於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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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機構就港澳青少年遊學產品進行交
流。 主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的
科研團隊研發了一種嶄新的磁力共振掃描顯
影劑，可實時顯示及探測阿茲海默症主要標
記物「β-澱粉樣蛋白」在腦內積聚的大小和
數量，為未來進行阿茲海默症的早期診斷和
恒常普查、評估藥物療效帶來希望。研究結
果已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Advanced Func-
tional Materials》。
阿茲海默症是慢性神經退化疾病，佔所有
認知障礙症個案約六七成，患者腦內異常地
積聚「β-澱粉樣蛋白」；以實時影像顯示腦
內「β-澱粉樣蛋白」的狀況，對診斷和監察
病情發展十分重要。
浸大化學系教授黃文成和李紅榮帶領的團

隊，研發出嶄新的納米材料，可用於「β-澱
粉樣蛋白」成像。團隊利用常用作磁力共振
掃描顯影劑的化學物質、含有金屬「釓」的
納米顆粒，在其表面塗上經特別設計、能附
帶一種獨特熒光花青素染料的矽塗層，這種
花青素染料是無毒的有機化合物，可用於顯
示「β-澱粉樣蛋白」的影像和數量。

浸大研發新顯影劑
實時睇阿茲海默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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