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職福利

個人醫療及牙科福利
家屬醫療及牙科福利*
本地教育津貼
•本地教育津貼擬改稱 「內地及本地教育津貼」
海外教育津貼
•海外教育津貼適用於1996年8月1日或之前受聘的公務員

房屋福利

年假
可累積假期日數
•以總薪級表第14點以下或第一標準薪級計算

退休福利

個人醫療及牙科福利
家屬醫療及牙科福利*

退休金
* 「家屬」 指公務員的配偶及未滿21歲的未婚子女
（參考：公務員事務局） 大公報記者黃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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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子女教津擬擴至內地中小學公僕子女教津擬擴至內地中小學

聶德權表示，政府一直有協助
本港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
策，並推行措施便利港生到內地就
學或實習。近年有不少香港學生選
擇到內地升學，當中不乏公務員的
子女，而公務員在安排子女就學地
點方面，首選是廣東省內。當局考
慮在不牽動新制公務員整體待遇、
福利等基礎的情況下，將舊制公務
員子女的 「本地教育津貼」 適用範
圍擴大。他形容擴大範圍是 「打開
一步」 ，為申請人子女提供多一個
選擇。

金額維持學費最多75%
聶德權補充道，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合資格申領 「本地教育
津貼」 的公務員約為66000人，當
中8600人正申領津貼，佔總人數
13%。用於內地就學部分的 「內地
及本地教育津貼」 實際開支，將視
乎實際申領人數、申請人子女是否
正在領取 「本地教育津貼」 、相關

教育開支等因素，現階段難以精準
估算涉及的財政影響。按建議維持
現有 「本地教育津貼」 申領資格及
津貼上限不變的基礎，並根據職方
初步對建議的反應，當局預計每年
約200宗申請，而津貼額會維持學
費最多75%，當局會視乎申請反
應，需要時會再爭取額外資助。

在會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表示不滿，質疑該計劃未有涵
蓋內地大學，但政府卻資助公務員
子女入讀海外大學，變相令公務員

子女 「被迫」 海外升學。 「點解仲
要迫佢哋入英國？」 她認為，這會
對香港青少年造成不公。公務員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解釋，申
請海外津貼年齡已放寬至19歲，另
外所有香港學生都可以申請 「內地
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蔣麗芸則提
醒其應將焦點放回公務員子女身
上。

聶德權：涵蓋新制改動大
另外，議員陳振英及潘兆平亦

詢問政府會否將計劃涵蓋2000年6
月1日後入職的公務員。不過聶德
權表示，2000年後入職的公務員在
當年檢討制度後，均有不同的待遇
及福利安排，若要涵蓋，則會涉及
比較大的改動，暫時並無考慮。

當局補充道，已經停止向1996
年後入職的公務員發放海外教育津
貼，但1996年8月1日前按本地條款
受聘的合資格公務員，仍可為留學
英國的子女申領海外教育津貼。

特區政府計劃將2000年6月1日前入職的舊制公務員子女的 「本地
教育津貼」 ，擴展至內地就讀中小學，並改稱 「內地及本地教育津
貼」 ，及維持現有申領資格及津貼上限不變。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擴

大津貼範圍讓公務員子女多一個選擇，但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認為，計劃未有涵
蓋內地大學，變相令公務員子女 「被迫」 海外升學。

大公報記者 黃 璇

僅舊制員工可申請 議員批評未涵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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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明選獲委任港科大（廣州）首任校長
【大公報訊】記者黎慧怡報道：隨

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香港不少大學
近年正籌備在內地大灣區城市辦學，當
中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科技大
學昨日宣布，正式委任該校首席副校長
倪明選出任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創
校校長，並將在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港
科大（廣州）後生效。倪明選曾提及，
廣州校園的辦學方向是融合學科，跟隨
時代的潮流，發展國家社會需要的 「卡
脖子工程」 重點交叉學科。

科大首席副校長將全球招聘
科大表示，科大校董會及港科大

（廣州）理事會一致通過有關決定，
倪明選獲委任後，將辭去科大首席副校
長一職，並於2021年6月1日生效，科大
將為該職位進行全球招聘。

科大指，過去兩年，在急速變化的
環境和需求下，倪明選透過前瞻性的教
學法和創新技術，積極引領大學多項學

術計劃和新發展。在其領導下，港科大
（廣州）的發展計劃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不論在學術和研究發展方面、校園
規劃和設計、或教職員招聘，以及港科
大（廣州）先導計劃的招生工作等，均
取得重大進展，朝着2022年9月開校的目
標邁進。

倪明選是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領域學
者，研究領域廣泛，曾獲2009年中國計
算機學會頒授的海外傑出貢獻獎，以及
於2011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等。
他的學術著作大多發表在一流的學術期
刊或會議，其著作被引用次數逾3.5萬
次。

曾任973計劃首席科學家
行政管理上，倪明選早於2002年加

入科大，擔任計算機科學及工程系系主
任，並在2010至2014年間晉升為霍英東
研究院院長和校長特別助理。2015至
2019年，倪教授獲委任為澳門大學學術

副校長，並於2019年回歸科大，出任首
席副校長。他亦曾獲國家科技部委任為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
首席科學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微電
子系統結構項目主任等。

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對倪明選獲
委任感到欣喜，他表示大學在過去兩年
飽受全球疫症與其他挑戰的影響，倪教
授在引領科大於創新教學前行方面，發
揮了重大的作用。廖長城相信，倪明選
能帶領港科大（廣州）於大灣區培育全
球創新人才，並為整個地區的技術發展
和改進作出貢獻。

港科大（廣州）理事會主席兼科大
校長史維教授亦表示，憑藉對科大的了
解與其相關工作經驗，倪明選是帶領港
科大（廣州）實現 「港科大一體，雙校
互補」 願景的最理想人選。據悉，廣州
校園提供的學科將不會與香港重疊，廣
州校園亦期望打破傳統，不設學院之
分，課程設計會以四個獨特的學術樞紐

定位，包括功能、資訊、系統及社會領
域。

兩校學生可互選對方課堂
倪明選在早前訪問中談及港科大

（廣州）建設時提到，廣州校園的辦學
方向是融合學科，在交叉學科的選擇上
主要考慮國家社會的需要與時代的潮
流， 「一方面發展卡脖子工程，比如微
電子、高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另一方
面緊跟時代潮流。」

倪明選亦透露廣州校園有設計專門
針對老師的培訓，培養廣州校園老師因
材施教的能力，根據不同學科背景同學
們的差異，針對性地做好有關學生的培
養。

港科大（廣州）位於廣州市南沙
區，首階段擬招收4000名研究生，目標
於2022年9月正式開學。香港和廣州兩校
學生可以選修另一校園開辦的課堂，符
合科大畢業資格的港科大（廣州）學
生，將可獲頒科大的畢業證書。

▶港科大（廣
州）校園設計
圖，預計2022
年9月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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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明選教授
是計算機科學
與工程領域的
知名學者。

香港抗疫的最大挑戰

龍眠山

特區政府上周剛推出 「疫苗氣
泡」 ，就面對變種病毒殺入社區的新
挑戰。政府已加強檢測並啟動 「熔斷
機制」 ，暫停印巴、菲律賓等國客機
來港14天。但對香港而言，最大的挑
戰不是變種病毒，而是落後於國際平
均水平的疫苗接種率。

疫苗是新冠病毒的剋星，各國都
窮盡一切努力提升接種率，冀盡快形
成疫苗屏障。目前全球已有逾八億人
接種，接種率為百分之十一。相比之
下，香港接種率不足一成，落後於全
球平均水平，而與接種率覆蓋一半人
口的以色列、英國、智利、美國等相
比，更是望塵莫及。

香港有足夠的疫苗供應，且有兩
款疫苗可供市民選擇。特區政府本已
訂購英國牛津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
因為有血栓副作用而被多國棄用，香
港也不會急於入貨。但這款被香港等
地嫌棄的疫苗，則被不少國家視為抗
疫的希望。目前接種率只有約百分之
一的烏克蘭，正與歐盟商討購買其棄

用的阿斯利康，捷克、拉脫維亞和立
陶宛也加入 「撿漏」 行列。歐洲國家
尚且 「求苗若渴」 ，其他發展中國家
之 「一苗難求」 就更不用說了。

最近，疫苗生產大國的印度由於
出現疫情嚴重反彈，不僅減少疫苗出
口，而且加大了疫苗進口，這導致本
來就供不應求的國際疫苗市場雪上加
霜。站在外國角度，看香港人對接種
疫苗的遲疑態度，難免有 「身在福中
不知福」 的印象。

為什麼香港的疫苗接種率差強人
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人是受
到有關疫苗副作用的誇張宣傳，心存
憂慮；有的人是的確身體不合適接
種；更多的人則是認為不知道何時通
關，現在打疫苗 「無用」 ，希望等到
確定恢復通關時才打。但問題是，如
果大家都抱着讓別人先打、自己寧願
等一等的心理，香港何時才能達到形
成抗疫屏障的七成接種率？達不到七
成接種率，又怎麼可能
恢復通關？

▲蔣麗芸質疑計劃未涵蓋內地大
學，但政府卻資助公務員子女入
讀海外大學，變相 「被迫」 海外
升學。

公務員子女教育津貼理應與時俱進
特區政府計劃將舊制下的公務員

子女教育津貼政策擴展到內地中小
學，是一個進步，但步伐太小，因為
仍然沒有涵蓋內地的大學。由於中小
學教育與大學教育有銜接機制，有關
政策等於繼續 「逼」 公務員子女到外
國升學，這樣的情況必須改變。

港英時代，公務員子女享受去外
國特別是英國接受教育的津貼，這是
公務員的一項福利，也是英國培養一
代又一代香港人認同英國文化及政治
制度、製造 「順民」 的精心安排。香
港回歸後，有關政策理應與時俱進，
但直至回歸二十四年後的今天，卻依
然不變，名義上是政策延續，實際上
是沒有看到時代發展的變化，也沒有
轉變施政思維。

有道是，言教不如身教，當公務
員子女到外國讀書可享受津貼，到內
地求學則沒有這項優惠，一般市民會
作出怎樣的解讀？香港長期瀰漫崇洋
媚外的氣氛，部分年輕人看不起自己
的國家和民族，出現所謂 「中國人身

份認同」 問題，何足為奇？
相對香港對與內地教育合作的

「冷靜」 ，內地一直在熱切地推動與
香港的教育交流。港人子女在內地中
小學可接受公費教育，與內地同齡人
享受同等待遇。向港生開放的內地大
學名單不斷擴大，目前已達到一百多
所。國家教育部最近推出新政策，支
持粵港澳大灣區職教聯動，支持深圳
高職院校擴大港澳招生，香港副學士
可以到深圳升讀本科教育，同時推動
深圳與港澳開展學分、學歷、學位和
技能等級的互認互通，鼓舞深圳為港
籍人士提供助學服務。

中央大力支持港生回內地接受教
育，一方面是出於對香港年輕人的關
心，解決本港大學容量不足問題，另
一方面是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培養人
才。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內地經濟快
速發展，教育水平也有長足進步。在
一些權威的國際教育排行榜上，清
華、北大等名校的排名固然已力壓港
大、中大等本地名牌院校，內地其他

大學的學術水準及國際排名也在一路
上升。再拿過去的老眼光看內地學校
及教育水平，明顯過時了。

內地教育水平持續上升，加上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前景光明，對香港年
輕人產生磁吸效應。去年在內地高校
就讀的港生已達1萬6千人，這一數字
將來有增無減。至於回內地讀書的公
務員子女有多少，暫時沒有統計數
字，但估計為數有限，即使今後將公
務員子女教育津貼擴展至內地中小
學，效果也不會好。中小學教育與大
學教育銜接，教育津貼只涵蓋中小
學，不涵蓋大學，公務員仍將繼續將
子女送到外國讀書，這種 「政策導
向」 應當作出調整。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香港已進
入 「愛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公務員
是 「愛國者治港」 的主體，在教育政
策方面作出配套安排既是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需要，也是對 「愛國者
治港」 之 「成色」 的檢驗，正確的事
就必須立即去做，毋需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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