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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基金會主席李嘉誠昨日致函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引蘇東坡《赤壁

賦》，鼓勵在萬物多變中，以創新力量求存立足未來，以推動教育

衝出混沌迷惘，並捐資共1.7億元，支持多個科技項目。李嘉誠強

調，香港醫護、科研、教育人才均甚具潛質，加上「憑仁善斷」的

素養，定可繼續以專業服務香港。他並表示，生物醫學科技已成為

解決各種生命難題的神幻鑰匙，AI「無碼」應用將是全方位能力提

升的關鍵，面廣寸深的大類課程已不足支撐長遠競爭力，發展生物

經濟產業、推動AI能力在香港普及，刻不容緩。

李嘉誠捐1.7億挺4大研科技創新
讚醫護科研教育人才具潛質「憑仁善斷」可續專業服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蔡競文

李嘉誠捐資四科技項目
項目

支持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成
立「低溫電子顯微設施研究中
心」
助建中文大學醫學院世界高水
平的轉化組學平台
支持香港科技大學發展合成生
物學科研
資助香港教育大學與本地設計
師合作提升教材質素，包括引
入AI教材

捐資額

1億元

3,500萬元

3,000萬元

500萬元

信函寄出之時，基金會已悉數把資
助撥給4間院校。當中包括捐資

1億元支持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成立
「低溫電子顯微設施研究中心」，引
進諾貝爾得獎技術「Cryo-EM」，把
移動中的微細生物分子凍結，以原子
的尺度描繪，讓科研人員看見3D高解
像度的蛋白質結構，對促進研發藥物
的設計和生產將帶來突破發展。
捐款中亦有3,500萬元助建中文大學
醫學院世界高水平的轉化組學平台，
增設最先進的分析質譜儀系統，運用
全球最快、最靈敏的質譜儀篩檢方
法，以從大量臨床樣本和中醫藥中找
到有價值的生物化學分子，開發新型
生物標誌物和藥物，推動相關範疇的
研究。
捐款還有3,000萬元支持香港科技大
學發展合成生物學科研，落實相關先
進項目，為注入未來的生物經濟產業
新動力奠下基礎。合成生物學是一個
跨學科研究，當中除了牽涉到分子生
物學、生物科技，更會使用工程學的
知識，透過大規模設計、編寫或修改

微生物的基因組（Genome），令它們
像機器一般，表現出不同的功能，從
而解決問題，例如治療疾病、進行生
物探測等等。
另有500萬元資助香港教育大學與

本地設計師合作，提升教材質素，並
以AI教材授人以漁。教大將引入全港
首個終端AI教材，由全球三大的AI晶
片科技公司Kneron團隊編寫，配以AI
軟硬件教學，培育同學系統思維、符
號運用與科技資訊等核心素養，相關
課程獲知名大學如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洛杉磯加州大學等肯定。

引《赤壁賦》勉蓄發創新
是次是李嘉誠首次同時向4間本地

大學捐款。李嘉誠在信中提到，他最
近獲得一幅《赤壁賦》書法，筆力曲
折，盡顯蘇子刻骨之真率，天地萬物
間流逝的「變」與「不變」中，各人
如何尋找和展現自己的角色。他認為
蓄發創新是求存立足未來的力量，
「知識改變命運」許是老生常談，箇
中真意，卻是「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的永恒。

衝出混沌迷惘 教育必由之道
他指出，這個庚子年一直多變，驚

心動魄挑戰全球處處，他深信衝出混
沌迷惘，教育是必由之道，一葉輕舟
往未來。本着結合推動生物醫學「教
與研」的探索追求，15年前基金會10
億元捐資港大醫學院，希望有助香港

良好的醫療基礎上更上層樓發展生物
經濟產業。
李嘉誠期望與4院校管理層，共同借

科技革命之力，自強守志，化虛幻夢境
為實質競爭力，「下筆此信，滿心高
興，我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比『希望』更
能振奮人心，借科技革命之力，自強守
志，化虛幻夢境為實質競爭力，也是你
我終生的共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特區政府
日前宣布動用240億元推出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措施，包括向23個受疫情重創的行
業提供資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來年
度政府赤字逾3,000億元。經民聯主席盧偉
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前兩輪基金
加上一系列逆周期的措施總額已達2,875億
元，第三輪基金總額比預期及訴求低是可
以理解的。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在同一節目
上直言，已預期第三輪基金不會「大手
筆」，目前最重要是讓疫情緩和，使各行
業可自救，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推出健康
碼，重啟旅遊業。

盧偉國：第三輪防疫難個個派
盧偉國表示，今次第三輪基金總額240
億元，雖然比預期及訴求低，但特區政府
在前兩輪基金加上一系列逆周期的措施總
額已達2,875億元，第三輪基金必然要比較
有針對性，難以再「個個都派錢」，以免
坐食山崩。今次推出了包括延長寬減政府
短期租約物業的租金、差餉及政府收費等
必然要做的措施，亦與經民聯早前建議的
方向相似。
他續說，今次雖然只有45億元涉及向23

個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提供資助，金額是

細，但包括補習學校、興趣班、校巴等早
前「嗌晒救命」及在限聚令下停業的行業
都在今次得到支援，當然是一件好事。目
前，建造業的失業率仍然高企，他希望政
府要將大、中、小型的工務工程都盡快推
出。
就「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貸款額由
最高400萬元增至500萬元，盧偉國指出，
今次增加的幅度不算太高，若企業銀根仍
然緊絀，下一步可能要再放鬆，而最長還
款期由三年增至五年，只令企業暫時可以
有錢交租、出糧，長期仍要靠經濟復甦，
做到生意才可維持經營。

在談到土地供應問題時，盧偉國直指，
香港房屋價格不合理地高，必須及早為社
會解決此深層次問題，故任何增加土地供
應的方法，包括將郊野公園邊陲用地建屋
等方案都應研究考慮，「明日大嶼」計劃
亦值得研究，因為土地都是值錢的，若開
發出土地，是有回報的。
鍾國斌則表示，已預期特區政府在第三
輪基金不會「大手筆」。今次有逾100億
元是用作購買疫苗、資助前線醫護、豁免
收費等，真正支援各行各業的只有40多億
元，現時最重要是讓疫情緩和，使各行業
可自救，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推出健康
碼，重啟旅遊業。
他並認為，抗疫及經濟需要拿捏一個平

衡，因重啟旅遊業增加疫情的風險是在所

難免，但疫情在未來都會繼續存在，希望
疫苗盡快完成研發，而178萬人參與的普
及社區檢測數據已確認香港隱形患者比例
少，能以這些數據與外國地方商議互相開
放旅遊，告訴全世界香港人的衞生防護意
識高，就算去到任何地方都可安心，若沒
有普及社區檢測數據就「很難傾」。

倡政府發債推「明嶼」前期研究
被問及政府財政儲備降至約8,000億元，

應否推動「明日大嶼」計劃，鍾國斌認
為，若現在不處理土地供應問題，將來會
成為死結，若財政上或有困難，政府可考
慮發債，毋須由庫房負擔所有開支，而計
劃前期研究涉款5.5億元，他認為對發展有
參考價值，應當批出。

鍾國斌盼速推健康碼重啟旅業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
教學科技中心總監、計劃主要負責人江紹祥
表示，人工智能為大勢所趨，故計劃會引入
終端AI教材，在教大，甚至是中學推行人工

智能普及認知教育。他舉例指，學生可以在課程中以有趣
的形式學會AI的思維模式，「AI需要透過學習大量的圖像
才能準確辨認事物，哪怕是體育教師，我們亦期望他在教
學中套用此思維，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整合不同選手的跳

高姿勢，從而教導學生如何跳得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表示，李嘉
誠先生及基金會對醫學教育有長遠承諾，港
大多年來得李先生及基金會慷慨捐贈，於學

術、科研和醫療服務方面長足發展。是次捐贈更有助我們更
精確地研發多種藥物，在醫學院堅實的基礎上，開發嶄新及
突破性研究成果，惠澤社群。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將繼續
致力教學和科研創新，為全港市民以至全球人類的健康服
務，塑造更佳醫療願景。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教授表
示，新增設的設施為全球最先進的科研設
施，將有助中大醫學院的科研人員進行精準

醫學、微生物群、營養科學和生物標誌物的發現；及為傳
染病學、心血管代謝疾病、癌症、兒童疾病和中醫藥等的
藥物開發提供篩檢的技術支援。李嘉誠先生及基金會的捐
款將對本地、全球，以至我們的下一代應對各種威脅生命
的疾病，帶來深遠的影響。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感謝李嘉誠基金會對
科大的慷慨捐助和支持。合成生物學是未來
經濟發展核心，亦是科大重點發展項目之
一。大學一直推動跨學科研究，期望透過整

合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及相關技術與分析方法，發展從生物
分子到細胞以至實際產品的開拓創新。今次捐款將有助支持
大學在該方面的研究，以及有關領域的人才培訓。

中大：新增設施全球最先進

港大：塑造更佳醫療願景

教大：人工智能大勢所趨

科大：重點發展合成生物學

四大院校回應

■李嘉誠基金會首次同時
向四間本地大學捐款1.7億
元。 李嘉誠基金會供圖

■中文大學醫學院獲3,500萬元捐款，助建世界高水平的轉化組學平台，增設
最先進的分析質譜儀系統。 李嘉誠基金會供圖

商經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昨日已約見
美國駐港署理總領事，向美國貿易代表
遞交信件，表明特區政府強烈反對美國
規定香港產品不能使用「香港製造」標
籤，要求美方撤回有關規定。美國單方
面行動影響香港作為獨立貿易關稅區的
地位，與世貿組織規定不符，而且有強
烈政治目的，嚴重損害香港利益。世貿
組織否定美國揮舞關稅大棒、制裁大棒
的霸凌行徑，讓本港更有底氣就美國的
單邊制裁行徑據理力爭，堅決回擊，捍
衛香港的正當利益，亦維護國際貿易公
平秩序。

美國早前要求香港生產、出口到美國
的商品，自9月25日起不能標籤為「香
港製造」，後來將實施日期延至11 月 9
日。美國此項規定極其蠻橫，違反世貿
規定，損害港美雙邊利益。特朗普政府
抹黑香港國安法，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當作遏制中國的工具，特朗普今年 7 月
簽署所謂「香港自治法案」，下令中止及
取消香港享有的差別及優惠待遇，隨後
要求港產貨品標籤為「中國製造」，正是
美國操弄「香港牌」的霸凌手段之一。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經貿自
主性，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又是世貿
組織的成員之一，這些經貿安排與香港
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無衝突。
港產商品標示為「香港製造」，受到世
貿相關規定的保障，絕不是美國單方面
給予，也不是美國單方面可以改變。美
國政府不准港產商品使用「香港製造」
標籤的禁令，無視香港作為世貿組織單

獨成員的事實，公然違反世貿的「非歧
視待遇原則」及「貿易自由化原則」，
造成不必要的經貿混亂，損害全球消費
者的利益。

美國打着「美國優先」的旗號，肆意
向世界各國濫用關稅武器，以撈取不公
平的巨額貿易利益。美國動用「301 條
款」，向中國出口美國的2,340億美元貨
物加徵關稅，是美國單邊行動、破壞公
平貿易的典型案例。世貿組織前日裁定
美方的做法違規。世界貿易組織專家組
表示，美國加徵關稅違反了國際貿易規
則，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有關中國產品
得益於不公平貿易競爭。

世貿組織的裁決客觀公正，說明美國
的制裁蠻橫無理，是單邊主義和貿易保
護主義的錯誤做法，違背國際法和世貿
基本貿易規則。中國訴諸世貿組織解決
爭端，有理有節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彰
顯中國尊重世貿組織規則，堅決維護多
邊自由貿易。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公
平自由貿易被證明是符合全球人民福祉
的正確道路。美國動輒揮動制裁大棒，
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只會擾亂全球產業
鏈的正常秩序，損人不利己。

世貿組織裁決美國對華徵收關稅違規
的例子，對特區政府以世貿爭端機制捍
衛香港權益具有重要的借鏡作用。事實
證明，解決貿易爭端不能以大欺小，而
是應該以規例規則作裁決。特區政府應
積極考慮向世貿組織投訴，有力回擊美
國的野蠻禁令，據理力争維護香港的正
當權益。

反擊美國制裁霸凌 捍衛「香港製造」招牌
攬炒派政客仍為是否延任立法會扭捏作態。傾

向延任的民主黨林卓廷接受訪問時聲言，若民主
黨延任，將會在議會採取「抗爭形態」。攬炒派
高調宣揚走「抗爭路線」，是為延任找下台階，
以籠絡激進攬炒支持者，無異於飲鴆止渴。目前
本港社會氣氛漸趨理性平和，市民最關心的是全
力抗疫、救經濟惠民生。攬炒派必須明白，立法
會議員並無凌駕法律的特權，如果繼續以違法越
權惡行騎劫議會、癱瘓施政，必遭法律和民意的
雙重懲罰。

攬炒派為是否延任立法會存在分歧。民主黨、公
民黨等傳統反對黨派渴望留任溢於言表，但遭到激
進抗爭派的猛烈攻擊，唯有「表明心志」，聲言留任
將抗爭到底，以安撫激進抗爭派，換取他們對留
任的默許。林卓廷信誓旦旦宣稱，留任議會的主
要工作將會是議會抗爭，包括透過「拉布」及肢
體衝突抗議；會力阻建制派引用特權法調查去年
修例風波的資金來源，並為涉非法越境而被內地
依法拘捕的12名港人向港府施壓。他揚言，「民
主派堅守議會戰線，與街頭抗爭裏應外合，以時
間換取空間，引起國際社會注意。」早前民主黨
主席胡志偉亦聲稱，「議會戰線」依然有其重要
性，「武器（議會戰線）在手上，即使力量微薄也
好，也是一件武器」；他又稱，「即使民主派留
守議會可做的事有限，至少可做到拖延的作用。」

立法會不是法外之地，議員的言行受到議事規
則和法律的約束，絕對不能作出僭越、挑戰法律
的言行。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2016年11月在立法
會搶官員文件案，被控違反特權法中的藐視罪。
裁判官原先裁定相關條文不適用於檢控議員，律
政司不服判決提出上訴。本周一（9月14日），
上訴庭終裁定立法會議員不代表可凌駕法律，把
案件發還裁判法院審理，同時駁回梁國雄向終審

法院申請上訴證書。上訴庭重申，特權法旨在為
立法會營造安全和莊嚴的環境，讓議會事務得以
有序和有效運作，故條例不會容許議員侵犯其他
議員享有言論和辯論自由的權利；即使條例保障
議員享有言論自由，但當中只為確保他們無懼和
不受阻礙下履行職務，不代表他們可凌駕法律。
梁國雄案殷鑑不遠，正正警告攬炒派好自為之，
在議會內不正確用權，冥頑不靈搞「肢體衝突抗
議」，難逃與梁國雄相同的下場。更須注意的
是，新訂立的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故意癱瘓政
府運作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奉勸攬炒派切勿
以身試法。

疫情持續大半年，本港經濟大受打擊，大多數
港人厭倦政爭，更抗拒黑暴攬炒歪風，渴望社會
回復法治穩定，希望立法會理性議政，督促配合
政府有效落實振經濟、惠民生措施， 助市民渡過
難關。剛結束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有178萬人參
加，數字較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總得票120萬
多出58萬。有分析認為，這58萬人傳遞強烈的信
息，意味數十萬中間取態市民參與檢測，亦顯示多
數港人目前最關心的是控制疫情、扭轉逆境。

林卓廷、胡志偉用充滿火藥味的鬥爭式語言，
事先張揚要將議席當武器、議會作戰場，要繼續
打「國際線」、乞憐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這和
激進抗爭派有何區別？利用議會狙擊施政，重啟
經濟民生淪為空談，受害的是普羅大眾。林卓
廷、胡志偉怎能對包括中間取態市民的願望視若
無睹？作為「初選」的結果已經告訴攬炒派，激進
選民只會推激進抗爭派取代傳統黨派，攬炒派延
任議會如果走激進抗爭路線，討好激進選民，不
僅是一廂情願，而且與主流民意和中間取態選民
的意願背道而馳，最終勢必兩邊不討好、兩頭不
到岸。

攬炒派為延任聲言抗爭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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