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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各大學在過去一年先後經歷黑暴和疫情

打擊，但香港文匯報在翻查多所大學最新財務

報告後，發現各校盈餘竟較去年明顯增長。其

中，曾遭黑暴強佔而令校園變得滿目瘡痍的理

工大學，於本年度錄得超過9億元盈餘，較去

年增加超過5億元，香港科技大學及浸會大學

更分別錄得約3倍至4倍增長，3校總計盈餘多

達27.7億元。部分原因包括政府資助與捐贈增

加，加上疫情和社會事件令校內教、學、研一

度停頓，故營運成本大減，在此消彼長下導致

盈餘大增。

歷盡暴疫打擊 大學竟有錢賺
理工錄逾9億元盈餘 科大浸大獲逾3倍增長

無論做錯咩都好，「同路
人」總係值得寬恕同救贖，
呢個應該就係「黃絲」𠵱 家
盛傳嘅「聖母」精神。聲稱
會將賣物收益用嚟資助年輕
人嘅「黃絲」facebook專頁

「初見」，近日圖文並茂咁開post評論「手
足」嘅工作表現，話某位佢哋請返嚟嘅「手
足」開咗工半個鐘後就瞓到收工，但轉頭又
講到呢位「手足」過往「表現不俗」，加上
佢𠵱 家窮到食飯錢都冇，所以搵網民一齊決
定呢位「手足」嘅去留喎。結果？梗係冇炒
到啦。借呢啲嚟呃「光環」，真係做乜啫
你！

圖文並茂唱人開工瞓全程
「初見」喺帖文提到「初見」介紹過呢位「手

足」去其他公司返工，但佢就因為遲到而被炒
魷。「初見」不斷為呢個「手足」講好說話，例
如佢窮到冇錢開飯，同埋佢以前返工「好勤
力」，所以問網民「遇到啲咁嘅年輕人，我又應
該點樣去處理佢哋呢，究竟我係咪又要set一啲
規矩？」「昨日來買咗衛衣嘅客人，如果你見到
年輕人瞓着咗，你哋個感覺又係點樣呢？」
大批網民隨即盡展「仁愛之心」，「Au
Angel」就好似天使咁話：「俾（畀）次機
會，但同他認真交待（代），如果再係咁，

會有咩後果需要承擔，因此他將會遇到咩問
題。好好傾下（吓）需要和供求先。世上都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珍惜同路人』。」
「Evy Wong」亦為呢位「手足」求情：「我
返工都做唔到日日準時，但遲到15分鐘內，我
覺得可以接受。至於瞓教（覺），有啲個人唔
慣或前晚瞓唔到、唔舒服，睡魔真係會急call。
如果你真係覺得佢工作態度有問題，都要比
（畀）時間佢改，有時一日半日改唔切，未係
反映到最真實一面。」

煽起「黃絲」情緒後扮晒好人
但「Felix Fan」就睇唔過眼：「大食懶如果繼
續留，會好影響士氣，其他年輕人會跟隨，放棄
吧。」「Hung Ma」亦話：「辛苦唔係理由，當
年通幾晚夜都要做係對工作既（嘅）責任，收得錢
就要做，一係請假。」
喺咁多「黃絲」「聖母」面前講呢啲說話
當然備受聲討，「RunsFour Runs」反駁稱：
「當年你通幾晚頂，有無食唔飽，又無著
（着）唔暖，有無家人唔關心你？我地
（哋）成年人，唔好成日用自己以前嘅經
驗，去套用在現今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是一
個個體，首先要了解和關心年輕人為何出現
工作問題。」「Koba Yu」就睇唔過眼揶揄
佢：「唔知呢度留言啲人係咪真係咁體諒員
工呢？如果係請我返工，日日遲到返去瞓到

收工都幾筍！」
咁究竟「初見」最後有冇炒到位「手足」？
答案係冇嘅，事關佢喺開完post已經即刻留言
話：「我地（哋）係不會放棄『年輕人』，多
數係佢地（哋）放棄自己或我地（哋）。」呢
啲咪姜太公釣魚，冇晒是非底線咁捧「手
足」，真係要自求多福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黃店擺「手足」上枱呃「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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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家積極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本港大學扮演着重要角色。浸大財務報告透
露，已在珠海辦學15年的北師大學—香港
浸大聯合國際學院早前獲當地政府劃分550
畝土地，為當地創新發展作出貢獻。理大則
參與了多項國家太空任務，亦與多個內地院
校和科研單位合作研究項目；科大就積極籌
建港科大（廣州），最快2022年 9月開
幕。
浸大報告指，該校聯合國際學院於

2019－20年度吸引逾6,100名學生，已成為
珠海的標誌性大專院校。學院本年6月更與
珠海市人民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推廣粵港澳
大灣區高等院校的創新發展，除現有300畝
用地外，學院獲劃分550畝土地，以推廣粵
港澳大灣區高等院校的創新發展。同時，浸
大深圳研究院於2019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就11個研究項目撥款人民幣500萬元。
在理大方面，報告指大學為國家的首次

火星探測任務作出貢獻，並再次與中國空間
技術研究院在國家的月球探測計劃中合作，
參與即將展開的嫦娥五號及嫦娥六號任務。
該校亦與多個內地院校和科研單位合作，主
題包括在人類與機械人互動、對抗超級細菌
的新型抗生素、工業機械臂以及功能鞋履的
直接數碼化製造等多個範疇，以申請江蘇省

產業技術研究院的配對資助。
同時，理大又獲五邑大學資助，成立開發

健康綠色紡織品物料的聯合實驗室，讓研究
人員開發創新的紡織品染色和整理技術，以
及研究紡織品嶄新的抗菌、抗微生物和抗真
菌方法和物料；與內地電訊公司簽署有關導
航定位技術的合作框架協議等。
科大則表示，繼2019年9月26日舉行動
土儀式後，已開始港科大（廣州）的準備工
作，包括學術規劃、組織規劃、校園建設及
發展，港科大（廣州）將在一個統一的科大
系統和兩個互補校園的概念下運營，期望能
推動該校在科技研究和應用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

浸大獲珠海批地
理大參與「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政府資助與捐贈有助
支撐大學財政，協助度過黑暴和疫情難關，但大學旗下
的自資院校和附屬公司，就難免受到打擊。理大財務報
告指出，附屬公司年內錄得逾7,000萬元虧損，主因之一
是其教學酒店唯港薈（Hotel ICON）於疫情下遭受重大
損失；浸大的診所服務與持續教育學院亦受疫情影響令
收入下跌。

唯港薈錄得7260萬元虧損
理大報告指，疫情緊接在2019/20年度的「社會事

件」後出現，對自資營運活動的收入略有影響，例如提
供自資課程、自資營運的診所和唯港薈酒店，以及提供
學生宿舍等。其中，唯港薈有限公司的酒店服務雖在這
段期間盡力吸引本地客，但收入遭受了重大損失，為附
屬公司年內營運收入下跌的主因。整體而言，附屬公司
年內錄得7,260萬元虧損。
理大發言人解釋，大學透過附屬公司於內地推進科研

發展，包括設立及營運多個實驗室，並進行不同研究項
目。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上的虧損反映了大學投放於科研
的資本投資，以配合大學的科研發展及支付相關營運開
支。此外，從事酒店業務的附屬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影
響下，收入亦較去年有所減少並因而錄得虧蝕。
浸大報告則提到，年內診所服務總收入下跌，主要由

於社會動盪及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期間到中醫診所
求診病人減少所致；持續教育學院亦因文憑試考生數目
減少、社會動盪及疫情爆發所影響而錄得總收入輕微下
跌3%。由於疫情爆發和經濟不景對在學生及畢業生均
帶來影響，浸大指推行了Project SEED計劃，從指導、
就業、實習和培育四方面幫助學生開拓新路向。
理大就成立了理大抗疫支援基金，為受疫情影響而出現

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協助。該校亦為社區對抗疫情作出貢
獻，包括開發一種能識別新冠病毒及40種其他傳染病原體
的快速診斷系統，以及為醫院管理局設計和生產的三維打
印面罩，以應對前線醫療人員對防護裝備的急切需求。

■有「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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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科大、浸大近日先後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的
2019/20年度財務報告，其中以科大錄得盈餘最

多，達14.1億元，較去年度3.4億元升逾3倍。
報告指，盈餘上升主要是由於捐款收入有良好表現，以
及校方充分利用第八期配對撥款計劃而得到的配對撥款。
這些收入抵消了疫情引起的市場極端波動而造成的投資
回報下降及較高的營運開支。
去年底被黑暴佔校的理大，新一份財務報告直指大學於
年內面對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2019年11月的「校園
事件」和在2020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基於安
全及法規的考慮，以及重建大學的教學及科研核心功能，
大學在「校園事件」發生後已隨即加強保安措施並展開校
園修復清理工作，進一步的修復工程及加強安全和保安措
施現正進行，並預期在未來18個月內完成。

政府資助增 校內活動減
雖然如此，理大於本年度仍錄得超過9億元盈餘，較
去年度的3.6億升一倍有多。報告指，大學總收入增加，
理由包括教資會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及研究配對補助
金計劃推出，令政府補助金、捐贈及捐款皆有所增加。
在開支方面，雖然年內的「校園事件」導致額外的校園
修復工程和加強保安的費用，大學整體開支與去年相比
卻有所減少，原因包括疫情而實施的旅遊及社交隔離，
暫停和延遲了大學的研究進度和其他活動，令年內開支
整體下降。
浸大財務報告亦指，大學在去年發生的社會事件期

間，保安控制中心和校園餐廳等設施遭輕微損毀，相關
修復工作已完成。由於折舊及維修受損設施，加上實施
防疫及額外衞生措施以防止新冠病毒在校園肆虐產生成
本，大學的校舍及有關開支增加4,810萬元。
同時，大學因疫情及社會動盪影響，致校內活動減

少，令教學研營運成本大減6,550萬元，加上政府撥
款、學費、捐款等令收入增加，浸大本年度盈餘為4.5
億元，較去年9,370萬元升近4倍。
就大學錄得盈餘上升，理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指，有關盈餘將用於支持大學來年的營運及發展。至於
去年的校園事件，發言人指理大按校園運作緩急所需進行
修復工作，目前大部分已經完成，尚有一些維修項目仍在
進行中。科大發言人則指，盈餘上升主要是由於捐款收入
的良好表現，及充分利用政府第八期配對撥款計劃而得到
的配對撥款，大學所得的捐款主要用於多個新項目，研究
計劃及技術轉移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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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合作，參與即
將展開的嫦娥五號及嫦娥六號任務。圖為理
大為國家太空任務作出貢獻。 資料圖片

■■本港各大學在過去一年先後經歷黑暴和疫情打擊本港各大學在過去一年先後經歷黑暴和疫情打擊，，各校盈餘竟較去年明顯增長各校盈餘竟較去年明顯增長。。其中理工大學於本年度錄其中理工大學於本年度錄
得超過得超過99億元盈餘億元盈餘。。圖為去年遭黑暴強佔而令校園變得滿目瘡痍的理工大學圖為去年遭黑暴強佔而令校園變得滿目瘡痍的理工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警務處與懲教署趁合作開展「並肩
同行」計劃，為青少年在囚者提供
更多更廣的支援。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日前到壁屋懲教所探訪青少年在
囚者，了解提供各項更生計劃，又
與在囚青年暢談人生觀，鼓勵他們
「心有所信，方能行遠」。
鄧炳強與在囚者暢談時，自爆當年

在警察學校受訓時成績不佳，考試不
合格要留班，一度動搖他是否繼續當
警察的決心，幸獲朋友、同期學員的
鼓勵，日後努力學習，畢業時更獲得
最佳學員獎，這說明即使面對幾大困
難和壓力，應將這些壓力變為動力，
從而面對更多挑戰。
他並勉勵年輕囚犯「不要放棄自

己，要珍惜自己及家人」：人生的過
程可能受到不同人和事的引誘，導致
偏見、偏聽及偏激，但只要一個人有
開放及有廣闊的視野，從不同角度觀
察事物，同時有同理心，從他人角度
了解，世界就會更廣闊。
鄧炳強勉勵在囚青少年及早為人

生定下目標，而這些目標不是別人
給予，而是自己尋找。他看見有在
囚者剪頭髮，得悉他們希望做髮型
師或擁有自己的髮型屋，但再簡單
些是當自己重獲新生後，不要令家
人失望，或者追回一些時間，陪伴
家中年老的家人一起生活。
他強調，只要「心有所信，方能行

遠」，只要心中有個追求的目標，就
算面對任何困難，也能行得很遠。

一哥探在囚青年：
「心有所信，方能行遠」

■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到壁屋
與在囚青年暢
談人生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