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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落戶廣州 育創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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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智能製造尖端科研15碩博專業 9月1日開學

◀4月15日，航
拍建設中的香港
科技大學（廣
州）校區。
中新社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首批開設專業
•人工智能

教育合作

日前，教育部依法批准正式設立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將於 月 日
開學，設 本科專業和 碩博士專業，包括
人工智能和智能製造等。作為廣州大學和香港
科技大學舉辦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合作辦學機
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融合了內地與香港優
質教育資源。校方表示，希望通過建設港科大
（廣州）這一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創新實踐
載體，立足大灣區，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
的高水平創新型人才。
大公報記者 帥誠、盧靜怡
廣州報道
3

2023年招生
本科專業（3個）
•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
•智能製造工程

2022年招生
碩博士專業（15個）

15

•先進材料

•地球與海洋大氣科學

•微電子

9

•可持續能源與環境

•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工程

1

•智能交通

•機器人與自主系統

•智能製造

•人工智能

•數據科學與分析

•計算媒體與藝術

•物聯網

•創新創業與公共政策 •金融科技
•城市治理與設計

據校方介紹，香港科
技大學（廣州）由廣東省人民政
府依法進行管理，並依法開展教
育教學活動，學校獲批開展本科
和碩博士層次教育。按照國家統
一招生政策規定招收本科生，依
照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及香港
科技大學的畢業要求，頒發香港
科技大學（廣州）畢業證書、學
士學位證書及香港科技大學學士
學位證書，依據有關規定及學校
的畢業要求實施香港科技大學碩士
學位和博士學位教育，頒發香港科
技大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證書。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
選表示，有信心將港科大（廣州）建
設成為內地與香港教育融合發展的典
範、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為粵港
澳大灣區乃至國家的建設發展提供堅
強的智力支撐與人才保障。
據悉，港科大首批開設人工智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介紹
學校性質：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及《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頒布實
施以來成立的首家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的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
機構。由廣東省人民政府依法
進行管理。
招生範疇：學校開展本科和碩博士層次教育，按照
國家統一招生政策規定招收本科生，依照港科大
（廣州）及港科大的畢業要求，頒發港科大（廣
州）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及港科大學士學位證
書，依據有關規定及學校的畢業要求實施港科大碩
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教育，頒發港科大碩士學位和博
士學位證書。

▲廣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招生專業：三個本科專業，
十五個碩博士專業
辦學地址：廣州市南沙區慶
盛樞紐區塊
開學時間：2022年9月1日

學籍學分互認 兩地教育新趨勢
【大公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144.38億元，全部滿足南沙區重大建設
在29日召開的《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項目年內可支出資金的需求。
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下稱
對此，香港創業青年、廣東日晞教
《南沙方案》）新聞發布會上，廣州市
育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鄭汶珠也表
發改委主任、廣州市大灣區辦主任李海
示，近年香港學生報考內地大學的人數
洲透露，廣州專門成立了廣州南沙深化
正呈現逐年攀升趨勢，不少香港高校也
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領導小組和
非常願意與內地高校開展合作或計劃在
8個專項小組，全力推動《南沙方案》
內地開設分校。
落實落地。
作為香港教育行業從業者，鄭汶珠
他特別指出，在教育領域，廣州將
認為，如果能夠解決香港與內地高校間
推動在南沙設立的大學進一步拓寬港澳
學籍互認、學分互認等機制障礙，未來
學生入學渠道，攜手港澳在職業教育、
南沙必定能吸引更多香港學生來到內地
中小學及學前教育方面提供更優質的資
求學。
源和服務。同時深化與港澳
教育合作，並通過繼續加大
「半小時交通圈」 建設力
度，讓港澳居民往來南沙更
加便捷。《南沙方案》中提
出，2022-2024年每年安排
南沙100億元新增地方政府
債務限額。廣州市財政局局
長陳雄橋表示，2022年，廣
州市財政局結合南沙區專項
債券項目資金需求，在債券
額度分配上大力向南沙區傾
▲專家提出透過學分互認等機制，吸引港生前往內
地升學。
斜，全年已安排新增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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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校園效果圖。
資料圖片

能、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智能製
造工程等三個本科專業，將於2023年
開始招生。碩博士招生今年開始，開
設先進材料、智能交通、微電子等15
個碩博士專業。學校辦學地址位於廣
州市南沙區慶盛樞紐區塊，籌建3年歷
時20個月建設，全面完工在即，定於
今年9月1日開學。

穗港兩校學生互享課程
在教師延聘方面，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將採用與香港科技大學一致
的學術標準與學術機制，鼓勵兩校教
師開展緊密合作。在 「港科大一體，
雙校互補」 框架下，兩校在學術規
範、師資水平，課程保持一致，並將
共同構建與世界接軌的學術成果認定
和學科資源分配機制，打造國際化的
科學績效評價體系。
此外，兩校將實現實驗室及科研
設施高效共享，推動學生互享課程資
源。這意味着如符合兩校教務委員會
聯合學術協商機制所定的要求，香港
科技大學的學生可修讀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的科目及學位課程，反之亦
然。
廣州大學黨委書記、港科大（廣
州）理事屈哨兵教授表示，廣州大學
將按照國家對港澳地區與內地合作辦
學的要求，通過建設港科大（廣州）

這一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創新實踐載
體，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型人
才。

學科交叉融合 聚焦新興前沿
據悉，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將
採用全新的、融合學科的學術架構，
以 「 樞 紐 」 （Hub） 和 「 學 域 」
（Thrust）取代傳統學科學術架構的
「學院」 和 「學系」 ，推動學科交叉
融合，同時大力發展新興學科和前沿
學科。
記者從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
官方資料中了解到，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將進一步提升跨學科平台的
發展，設置功能、信息、系統、社會
等四大樞紐，每個樞紐均有多個以新
興領域為研究方向和重點的學域。這
意味着在廣州校園的師資力量準備就
緒後，其中一位導師將必須是港科大
（廣州）的老師，另一位導師既可來
自學校另一學域，也可來自港科大清
水灣校園或校外機構。
從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學科
設置上也不難看出，人工智能、數據
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智能製造工程等
均是最前沿的研究領域，而學校推行
的融合學科教育及研究能夠幫助學生
提升自身適應能力和終身學習的能
力。

小學到大學 南沙實現一條龍港式教育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帥誠
廣州報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獲
批成立後，意味着南沙將實現 「港式
教育」 一條龍服務。記者了解到，廣
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即將在
今年9月正式開學。據了解，民心
港人子弟學校辦學規模十二年一
貫制，共計36班，通過 「高端定
位，中端收費，非營利性辦學」
的獨特辦學定位，為大灣區港澳
台、華僑及外籍人士子女提供基
礎教育。學校採用香港學制，以
英語教學，提供香港文憑試及其
他國際認可課程，並提供中小學
一條龍辦學及一千二百個宿位。

校園佔地超六公頃，與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校園只相距一點七公里。
學校辦成後將與香港本地課程實
現無縫對接，提供 「隨到隨讀」 的教

育服務。記者了解到，此前香港科技
大學（廣州）與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
弟學校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雙方資
源共享，共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推進
全方位的教育合作。兩校將合作
建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
整教育體系，包括由科大（廣
州）向民心學校學生提供前沿科
學研究指導及部分學分課程，力
爭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內教育合作
的創新標杆。
◀在珠海舉辦的2021博士後
創新發展峰會上，觀眾參觀
智能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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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東莞籌備建校 設生命科學學院
港大學落戶灣區發展
院校

分校區 開校時間

香港大學

深圳

待定

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

2015年

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

2022年

香港城市大學

東莞

2023年

香港理工大學

佛山

待定

香港浸會大學

珠海

2005年

香港都會大學

肇慶

待定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帥誠
廣州報道：除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外，大灣區內地9市包括香港大學（深
圳）、香港城市大學（東莞）、香港都
會大學（肇慶）、香港理工大學（佛
山）等在內的多個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項
目，進入了籌建或動工階段。

選址松山湖 香港評核標準
當中，香港城市大學（東莞）近
日也獲批籌備設立，待完成籌設工作
後，將向教育部申請正式設立。資料顯
示，香港城市大學（東莞）選址東莞松

山湖科學城，將開展本科生和研究生培
養，設立理學院、工程學院、醫學及生
命科學院、管理學院共4個學院。根據
公開信息，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將在
2023年先行開設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信息工程、材料科學及工程、機械工
程、能源與環境系統工程等學科專業。
學校建成後計劃招收學生6000人，其
中本科生2400人，碩士研究生2600
人，博士研究生1000人。其教學管理
按照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學質量監督體系
以及評核標準，確保與香港城市大學的
辦學質量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