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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推動創新發展，表明支持香港鞏

固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首林鄭月娥日前發表新

一份施政報告時亦提到，推動港深兩地的創科產業生態鏈要不失

時機。中科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玉如

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香港必須迎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勢頭，結

合區內各城的產業鏈將科研成果轉化，進一步提升科研實力，而過程中香港各

大學亦必須更好地利用自身國際化的優勢，做好橋樑角色，提升灣區人才水

平。她認為，香港要將已有的出色基礎研究「帶到下一步」，大學可更積極與

內地科技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讓科研人員在構思方向時，已能理解實際市場

需求，而非「自顧自」做研究，幫助建構能結合產學研，連繫內地、香港與國

際的科研「Ecosystem（生態系統）」。

港推科研轉化 須融灣區合作
葉玉如：各大學育跨科人才 構建產學研體系連繫內地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於上月底與廣東省簽署落實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年重點工
作，涵蓋「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推進教育、人才和青年交流合作」等
八大主要範疇，當中亦提及兩地政府共
同推進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籌建工
作。科大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玉如
指，早於20年前，科大已經看準大灣區
發展潛力，在內地建立科研平台，把握
先機。

廣深發力 建多個科研平台

「我真的非常相信大灣區的理
念。」葉玉如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發展大灣區等政策方針均非常支
持，「早在2000年初期，科大已開始
在大灣區建立科研平台，包括深圳北
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醫學中心、港科
大霍英東研究院等，目前主打的項目
主要位於深圳、廣州兩地。」
葉玉如介紹，該校去年9月獲國家教

育部批准籌建廣州校園，港科大（廣
州）校園位於廣州市南沙區，建校工
程現已展開。該校將會以「樞紐」學
術架構取代傳統分科模式，在「功

能」、「信息」、「系統」、「社
會」四個類別下，設「先進材料」、
「人工智能」、「智能交通」等16個
前沿跨學科研究領域。
此外，科大亦於本年5月在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中，建立「深港協同創新
研究院」。葉玉如表示，科大在合作
區內有微電子相關課程、藍海灣孵化
器平台，以及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相
關的研究項目；另外，科大近年亦積
極與私人企業建立聯合實驗室，致力
在大灣區推動科研、教育等各個層次
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因應
粵港澳大灣區迅速發展，中央政府推
出多項新政策便利人流、物流、資金
流，讓科研過程變得更為順暢，科大
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玉如表示喜
見中央大力支持創科發展，但亦指香
港與內地制度始終有不少相異地方，
磨合需時。她認為，香港應開始探索
深思，能於哪些重要科學領域展示領
導性，整合灣區優勢牽頭建立國家級
實驗室，以達至更卓越成果，為國家
以至全世界作貢獻。
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河」來港的安

排推出逾兩年，說起這個喜訊，葉玉如
依然難掩其雀躍之情，「前幾年我聯同

一些香港的院士寫信給國家主席習近
平，希望中央支持香港的科研，最終解
決了科研資金過境的問題。那真的非常
開心，這樣一來，科研合作就少了很多
限制。」
葉玉如又以去年揭牌、科大有份牽

頭建設的「深港腦科學創新研究院」
為例指，作為深港兩地共建的基礎研
究機構，該研究院花了好幾年時間籌
備，「當時與深圳科創委、中科院先
進院、深圳的院校等洽商，最終得到
深圳政府支持成立。我覺得這些平台
都是必須的，這樣的話推動深港合作
會容易得多。」惟兩地制度不一樣，
要提高合作成效仍需解決不同問題，

她希望未來能夠進一步推動新政策，
讓兩地科研人員、遺傳物質、科學儀
器等能夠進一步打通，「當整個大灣
區真正成為一體的時候，能夠節省很
多時間，也會方便得多，有利於大灣
區的整體科研發展」。
葉玉如提到，香港的大學有堅實的

科研實力，也跟進着許多重要領域的
研究，「但我們要想想，香港的大學
能領導哪些科學領域，甚至有能力在
大灣區建立起國家實驗室，進一步推
動發展，發揮更大貢獻。」她笑着舉
例說，香港的老年人幾乎是全球最長
壽的，「那我們是不是能在人口老齡
化的領域，做些什麼東西呢？」

■■葉玉如接受香港文葉玉如接受香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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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踏入冬
季流感高峰期，多間學校相繼爆發上呼吸
道感染，不過有調查顯示，七成幼稚園受
訪教職員表示學校安排接種流感疫苗時遇
到不同程度困難，而逾兩成幼稚園仍未為
學童接種疫苗。「疫苗學堂」召集人麥肇
敬建議政府設流感疫苗分配機制，全面統
籌學童流感疫苗分配。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訪問161間幼稚園
或幼兒中心的校長和教職員，發現約七成
半學校參與本年度的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
外展計劃，但感染及傳染科專科醫生曾祈
殷表示，幼稚園雖可參加有關計劃，惟校
方要自行聯絡醫生，讓醫生購買疫苗，增
加醫生壓力。
調查更發現，當中超過七成受訪者指學

校安排接種疫苗時遇到不同程度困難，主
因是學校停課（42.3%）、醫生未能購入疫
苗（30.8%）以及家長擔憂疫苗安全而退出
計劃（23.1%），而九成受訪者也希望未來
幼稚園流感疫苗接種，都可以由政府部門
統籌安排。

專家倡設分配制減採購壓力
兒科醫生韓錦倫表示，兒童接種流感疫

苗除可減少幼童缺課及降低嚴重併發症風
險，更能增強社區免疫力，避免傳染給家
長及家中長者。他指過往三年冬季流感高
峰期，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爆發宗數在學
校、院舍中最高，以往10月至12月是接種
疫苗最佳時期，但今年遇到阻礙。
麥肇敬建議政府設立流感疫苗分配機

制，統一而平均地按需求分配疫苗，避免
「一針難求」的搶購潮，減輕學校與醫生
採購疫苗壓力，並建立高透明度資訊發放
系統，公開疫苗品牌、批次、存量等資
訊，降低市民與醫護的憂慮與不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子煙近年
大行其道，惟巿民對電子煙的影響卻多有誤
解。有醫學團體調查發現，近四成受訪學生
誤以為電子煙較傳統煙危害低，事實上大部
分電子煙及加熱煙均含有尼古丁，容易損害
青少年腦部發展，有研究更顯示吸食電子煙
削弱肺功能和免疫力，年輕煙民感染新冠病
毒風險高出五倍。
香港胸肺基金會、香港胸肺學會及美國
胸肺學院（港澳分會）訪問311名大中小

學生，顯示 36%受訪者不知電子煙的危
害，或誤以為電子煙較傳統煙危害低；
18%則不知吸食電子煙會導致急性呼吸衰
竭及死亡；32%誤以為吸食電子煙沒有二
手及三手煙問題；22%誤以為較傳統煙難
上癮。
調查又發現，近八成受訪者曾見過或接
觸過電子煙，當中約6%曾經或正吸食電子
煙，當中以大專生較多。香港胸肺學會會
長林志良醫生指出，學生對電子煙危害認

知不足，低估影響，增加嘗試吸食機會。

削弱肺功能免疫力
胸肺科醫生李文寶則指，電子煙含多種致

癌物及有害物質，除增加患癌及患心血管疾
病等機會，更損害呼吸道及影響肺功能，有
機會患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香港胸肺
基金會主席陳偉文更指出，吸食電子煙會影
響呼吸道細胞結構及免疫能力，增加呼吸道
感染風險，並引述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研究，
指吸食電子煙年輕人感染新冠病毒風險較非
吸食者高五倍，同時吸食傳統煙及電子煙的
煙民，染疫風險更高出七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青
年協會主辦的「青年創意實踐計
劃」，明日（12月1日）開始報名，鼓
勵18歲至35歲青年遞交建議書，提出
關懷社會計劃，協助解決社會難題，
獲選的5項創意方案，每項可獲20萬
元現金資助及其他支援以實踐理想。
有更生青年成功創業後回饋社會，給
予邊緣青年工作機會，希望參與此計
劃，進一步實現關愛傳遞。
本港今年受疫情影響，各階層面臨

重重壓力，而「青年創意實踐計劃」
則鼓勵年輕人提出創新和創意的方法
協助解決社會難題，創造社會價值，
明日至12月31日接受申請，申請的青
年可以個人、小組、團隊或公司名義
參加，若以非個人名義參與，主要申
請人及至少半數成員或股東需滿足年
齡條件，歡迎學生、在職青年、初創
業者或社會企業家參與。

三輪篩選 明年2月公布
參選項目要經三輪篩選，主要評審

項目的經濟、社會回報及為社會與特
定群體帶來的裨益，並考察其創新
性、可持續性及可行性，結果將於明
年2月公布。
青協業務總監鄧良順表示，計劃不

會對項目理念及推行方式設任何限

制，參與者可提出一個有助社會或特
定人群的創業或盈利項目，亦可推出
一個可持續的社區推廣計劃、一個全
新方案，或擴大現有項目以覆蓋更多
受助者。
他強調，項目要具備一定可持續性，

實施期為兩年，每半年須遞交進展報
告，檢視是否達成指標及需否幫助，而
今次計劃，科技創新服務社會、提高青
年競爭力、增強青年就業技能和健全身
心的主題，將獲優先考慮。

過來人創業：給邊青就業機會
31歲的阿洋是一間食品加工公司東

主，他曾是更生青年，當時被警方轉
介至青協後開始參與義工服務，過程
中受助者的笑容與感激，讓他體會到
義務工作的意義，關懷社會的種子從
此埋藏心中，而他今年4月與妻子成
功創業後，半年間僱用6名邊青，給
予就業機會，其中一名16歲青年在女
店東堅持不懈的督促下，漸漸改變原
先玩世不恭的態度，變得有責任感。
阿洋並利用自己做餐飲業的便利，

為長者及其他有需要家庭派發飯食。
他表示賺錢固然重要，但亦希望能回
饋社會，故會考慮參加這一期的計
劃，冀擴大生意，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予其他有需要的年輕人。

逾七成幼園安排打流感疫苗遇困難 青創明起報名
20萬元助圓夢

葉玉如在專訪中表示，「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都非常支持香港的高校、科研人員在內

地發展，這是非常明確的。」她認為，香港的
基礎研究實力很強，但弊端是缺少工業發展，
市場很小，以致科研成果無法實現，「如果要
推動科研轉化，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
是必須的，我們要打通各地隔閡，研發才能有成
果。」

自顧自研究只會事倍功半
本身為頂尖腦神經科學專家的葉玉如指，將
科研成果「落地」並不簡單，「以阿茲海默症
為例，若基礎研究發現了新的信號通路，我們
希望藉此尋找藥物靶點、篩選藥物、優化先導
化合物；並在動物測試有沒有副作用，繼而做
藥物研發、臨床測試等，路程非常漫長，不是
幾年就可以做到。」
她坦言，由於香港缺乏這方面的工業，導致
研究與轉化之間出現斷層，更遑論要在本地研
發相關藥物，「我們必須找一條路，將基礎研
究帶到下一步。」
葉玉如表示，除了醫學範疇，微電子
研發等都需要內地市場、公司的配
合，「自從我上任科大副校長一職
後，一直推動與內地企業成立聯合實
驗室。」她認為，合作的企業明白實
際的市場需求，並會直接提出研究的方
向，有利將研發成果轉化
為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產
品，「產學研相結合的概
念是非常對的，我們做研
究有很多的路，但若果只
是自顧自地做研究，只會
是事倍功半。」

用好教育資源
引入國際人才
那香港的高校該如何發

揮優勢，配合大灣區發展，獲得「雙贏」局
面？葉玉如認為，香港的大學優勢不僅僅是
基礎研究實力，還有國際化視野以及優質的
教育資源。
她舉例指，科大正動工興建的廣州新校園

以跨學科的「樞紐」學術架構取代一般學院
制度，目的就是要培養跨學科人才以應對世
界的「Grand challenges（重大挑戰）」，
「做任何創科，人才是最重要的一環。作為
高校，我們的責任就是培育人才。」
「香港有國際化優勢，引入國際人才是我們
可以貢獻的方向」，葉玉如說，本港大學可從
全球各地招聘具國際視野的科研人員，成為一
道「橋樑」，讓國際科研人員了解內地城市的
科研發展，甚至引起他們與內地不同實驗室合
作的興趣，逐漸形成一個「Ecosystem」，集合
各方優勢合力推動創科，「但這都是需要時間
進行，不會幾年就能做到，這是一項長時間的
投資。」

看準灣區潛力 科大布局迎先機

冀進一步打通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

研究揭吸電子煙染疫風險高五倍

■專家倡設立流感疫苗分配機制減輕採購
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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