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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全力支持大學發展
2022年7月24日（星期日）

首以港大校監身份出席活動 勉肩負育港青發光發熱重任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 111 周年慶典暨科創地標（Tech Landmark）項目動土儀
式，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首次以港大校監身份出席活動。李家超在致辭時表
示，香港的大學肩負培育年輕一代發光發熱的重任，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大學的發展，
期望各大學能一起貫徹此重任，又相信年輕人和大學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將有助香港
連 同 整 個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一 同 崛 起 ， 成 為 國 際 創 科 中 心 。 港 大 校 長 張 翔 表 示 ， Tech
Landmark 涉及老齡化社會、智能城市、大數據等重大課題的研究應用，「將以創新科技
和方法改善社會民生。」
Landmark 是港大響應國家「十四五」
Tech規劃、致力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確

立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地位的重要一步，將為國
家加快科技建設作出學術、研究及培育人才方面的
貢獻，成為重點研究基地、創新思維、學習、教
學、研究和創業的樞紐。

Tech Landmark 料 2024 年底落成
該項目位於港大本部校園，由 3 幢大樓組成，總
面積逾 4.5 萬平方米，預計於 2024 年底落成，設有
12 所研究院，涵蓋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材料、
量子科學和生物醫學工程等跨學科研究，為該校的
創新思維、學習、教學、研究和創業的樞紐。
港大又計劃於未來幾年推出多項前沿基建項
目，還包括設有世界級研究及深科技實驗室的全
球 創 新 中 心 （Global Innovation Centre） 、 蒲 飛
路校園的可持續發展及智慧校園空間、大深圳校
區，以及為延攬及培育人才所需的居住及其他設
施等。
李家超昨日在致辭時，讚揚 Tech Landmark 的設
計非凡，是大學最先進的創新研究總部，將成為 12
個世界一流的跨學科研究所的所在地，標誌着港大
發展的新一頁。

料港大能保持創科路最前沿位置
他續說，港大的發展大計，包括 Tech Landmark
以及蒲飛路校園和醫學院擴建等建設，完全符合國
家「十四五」規劃將香港建成國際創科中心的政
策，相信港大定能保持其在香港創科路上最前沿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位置。
李家超又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
表示：「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
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李家超指出，
港大自 1911 年成立以來，擔當着培養無數醫學博
士、科學工程師及訓練有素行政人員的關鍵角色，
這些領袖和人才對國家和香港作出無可估量的貢
獻，而港大百多年來在硬件和軟件升級方面都不斷
攀登到新的高度，滿足師生不斷發展的教學和研究
需求，又勉勵在場的港大師生：「我相信我們的青
年人！相信我們的大學！相信你們！」
他強調，在國家的全面支持下，Tech Landmark
將協助香港連同整個大灣區一同崛起，成為國際創
科中心，寄語大家攜手努力，為香港及國家的璀璨
未來開新篇。

◆ 李家超出席港大111周年慶典暨Tech Landmark項目動土儀式。

港大供圖

張翔：將以創新科技方法改善社會民生
今年正值港大成立 111 周年，張翔在儀式上分享
了其對推動港大邁向全球領導地位的願景。他表
示，港大的卓越成就跨越世紀，要向無數對大學作
出無私奉獻的人們致敬，「巍巍學府，使命傳承，
大學將更努力以知識回饋社會，服務香港和國家，
彰顯人文關懷。」
他指出，Tech Landmark 的動土見證了「開拓知
識，應對未來」，憑藉對老齡化社會、智能城市、
大數據等重大課題的研究應用，「將以創新科技和
方法改善社會民生。」

▲ Tech Landmark設計圖

港大圖片

◀ 李家超(左三)表示，香港的大學肩負培育年輕
一代發光發熱的重任，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大學
的發展，期望各大學能一起貫徹此重任。右一為
張翔。
港大供圖

陳國基盼培育港青愛國愛港積極向上
陳茂波：要團結各方朋友同建設香港

◆ 《香港潮州商會百年發展史》新書
發布會。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潮州商會與香港
浸會大學榮休教授周佳榮合作出版的
《香港潮州商會百年發展史》，昨日在
灣仔會展中心舉行新書發布會。出席擔
任主禮嘉賓的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致辭時表示，維持香港社會和諧
穩定很重要，要團結各方面的朋友成為
建設香港的力量，並期待潮州商會繼續
發揮積極作用。
陳茂波表示，100 年來，潮州商會不
僅聯繫鄉親、加強友誼，亦發揮潮州人
守望相助、互相支持的精神，不斷推動
各項社會公益，在辦學、扶貧、賑災方
面貢獻良多。
他讚揚香港潮州商會是中流砥柱的愛
國愛港團體，為維護香港社會和諧穩定
和經濟繁榮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在各
個崗位都可以見到潮州人服務社會，其
成功故事是香港成功故事的縮影。維持
香港社會和諧穩定很重要，他期待商會
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
青年工作是當前香港社會的重
點，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在出
席一項學生頒獎活動時表示，新
一屆特區政府為青年在學習、就
業、創業及住房等方面的健康多
元發展制定不同政策目標，希望
培育香港青年成為愛國愛港、積
極向上、對社會有承擔和具環球
視野的公民，並鼓勵獲獎學生在
踏上美好未來新征程之際，充分
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
路」倡議帶來的龐大及空前機
遇。
陳國基昨日為第四十一屆年
度學生獎頒獎典禮致辭時提
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的重
要講話中強調要重視香港青年的
發展，這成為新一屆政府制定青

年全面發展藍圖的基礎，政府並
就此為青年在學習、就業、創業
及住房等方面的健康多元發展設
立不同政策目標，目的是培育香
港青年成為愛國愛港、積極向
上、對社會有承擔和具環球視野
的公民。
是次頒獎典禮的主題為「共同成
長，共同成就」，陳國基指出，這
無論對獲獎學生或所有香港市民而
言，都是共同的座右銘，是我們在
面對疫情和很多生活中的挑戰時，
應該要採取的態度。他鼓勵獲獎
學生在踏上美好未來新征程之際，
充分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倡
議帶來的龐大及空前機遇，深信
年輕人憑着「敢為天下先」的精
神，「會在未來帶領香港更上一
層樓。」
◆ 陳國基與學生在典禮上合照。

鄧炳強：遵守法律才能和諧生活

黃書銳：百年來潮商與港同成長

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致辭時表示，
100 年來，潮州商會與香港風雨同舟、
共同成長。《香港潮州商會百年發展
史》記錄了潮州商會百年歷程，通過大
量歷史事實和圖片，可以看到一位位為
潮州商會建功立業的鄉親的感人故事，
亦可以了解潮人族群在香港共同努力、
團結奮鬥所取得的成果。未來潮州商會
將繼續發揮傳統，再創輝煌。
在新書分享環節，潮州商會榮譽主席
陳智思、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
以及周佳榮分享了潮人來港的經歷和商
會的發展過程，讓大家更進一步了解百
年商會的發展歷史。周佳榮表示，自己
在寫書過程中更深入了解到家鄉文化。
潮商對社會有多方面的貢獻，包括重視
文教事業、愛國愛港愛家鄉、社會服
務、重視「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

◆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第十屆小六畢業典禮舉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一
間小學畢業禮上致勉辭時表示，沒有國家的
保護，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找到人生意義。
他堅信，只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每個人
才能和諧生活，社會的自由和權利才得以保
障，維護國家安全的理念亦應該伴隨每個
人。

為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畢業禮主禮
鄧炳強昨日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
健民、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和九龍城民政事務

專員蔡敏君為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第十屆
小六畢業典禮擔任主禮嘉賓。
鄧炳強在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及致畢業勉
言時，讚揚該校遵循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秉
承保良局的辦學方針，以校訓「愛敬勤誠」為
橫軸，以五育「德智體群美」為縱軸，以多元
文化為側軸，貫徹「跳出框框、育出非凡；同
一團隊、同一信念」的核心價值，不限制學
生的自由，同時良好規範學生行為，為學生
營造安全愉快的環境，培養學生互相尊重，
以及更好地正確認識社會和國家。

楊潤雄勉青年閱讀增知識
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學生慈善閱讀活動昨日在
香港書展會場舉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活動上致辭表
示，通過閱讀可以認識祖國、認識香港、認識自己，大家在閱讀中
增長知識，啟迪心靈，建立良好的品格，開闊視野，好好裝備為未
來發展做好準備。
由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2015年舉辦「我們
一起悅讀的日子」系列活動，透過資助學生購書、分享會等形式，培
養學生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風氣，今年的主題為「香港故事」。
由於防疫關係，近600名師生分小學組與中學組參與是次活動。
楊潤雄在小學組活動上致辭表示，通過閱讀可以認識祖國、認識
香港、認識自己，大家在閱讀中增長知識，啟迪心靈，建立良好的
品格，開闊視野。在書海中漫遊，還可以發掘到寶藏，而閱讀的過
程本身已是其樂無窮。
他強調，特區政府重視青年發展，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7 月 1 日
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到，指示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青年興，則
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青少年最富有朝氣和夢想，青年人可透過閱讀汲取各方面知識，
好好裝備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

何珮珊分享海關查毒驚險時刻
海關關長何珮珊作為分享嘉賓參加了小學組活動。在分享環節，何
珮珊介紹，海關除了負責在口岸檢查外，還要打擊走私。30多年海關
工作中，她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年在毒品調查的時候。因為毒販是亡命
之徒，反抗意識很強，海關調查時有很多驚險時刻。
為讓學生更深刻了解海關工作，何珮珊還讓搜查犬為同學示範旅
客檢查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