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受出生率
下跌、疫情打擊及移民增加的影響，不少
幼稚園收生明顯下跌。教聯會最新調查發
現，九成受訪幼稚園本學年面對學生流
失，申請下學年幼兒班（K1）人數滑
落；同時約六成學校指放棄學額的學生較
去年增加。在這情況下，逾七成幼稚園陷
入財困，普遍要裁員紓緩壓力，該會促請
政府推出措施，協助業界應對有關問題。
教聯會於今年1月中進行調查，收回近

240間幼稚園的回應。調查發現，九成幼
稚園在2020/21學年均面對學生流失，當
中以開辦半日班或學前班的學校尤甚。約
四成半幼稚園指半日班及學前班的學生較
去年減少11人至40人；同時逾一成幼稚
園的學前班流失了超過41名學生，較半
日班及全日班嚴重。
另逾八成半日制幼稚園反映，報讀下學
年半日班K1的學生平均較去年少約三成
人。有逾七成半幼稚園分別表示，申請學
前班和全日班K1學生人數減少；學前班
平均較去年減少了約四成人報讀，全日班
則平均減少了兩成學生申請。
此外，約六成學校透露今年放棄學額者

較過往增加，平均有約30人，較去年增
加三成。整體而言，幼稚園學生及新生申
請入學人數均呈下跌趨勢。
至於學生人數下跌的原因，77%校長指

受疫情影響，而移民及學校所在地區出生
率下跌分別為54%及50%。

逾七成學校需裁員
上述情況導致幼稚園收入減少，逾七成

幼稚園指有財政困難。整體而言，逾七成
學校需要裁員、近六成學校儲備大幅減少，逾半
數學校要凍薪。教聯會促請政府為幼稚園提供一
筆過撥款，保障幼師在這財政年度內不被裁減，
並增加幼教編制人手，將師生比例由目前1:11 改
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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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5億元資助300初創企
夥四大商會歷四階段支援 成功設計產品公司可袋千萬

香港「創科熱」催生一系列青年人開辦的初創企業，為增強這

股「東風」，城市大學聯同工商業與創科創投界別，昨日啟動全新

的大型創新創業計劃「HK Tech 300」，目標是未來三年內投放5

億元，支援城大學生、校友、科研人員與使用城大知識產權的初創

人士成立300家初創企業。是次計劃投入的資金及規模為亞洲區內

大學之首，參與的初創團隊可經歷招募、培訓、培育、發展四個支

援階段，而成功設計產品、獲選及推薦的初創公司，最多更可獲得

1,000萬元資助投入營運，為科研成果轉化成經濟貢獻出一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副主席鄧飛、理
事蔡麗芳。 教聯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疫情
關係，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今年特
別舉行「網上特別版」活動，香港多
所大學均有項目參展並取得佳績，港
大、中大及理大共取得25個獎項。其
中港大研究以流感病毒載體新冠病毒

疫苗的技術，以及中大研究非病毒方
式的全新癌症基因治療兩個項目，分
別獲得評判特別金獎；三校亦有10個
發明項目於發明展中獲金獎。
日內瓦發明展今年首次以網上形式於

3月10日至14日舉行，由國際專家評審

團對來自20個國家及地區的約600個項
目進行線上評審。主辦方近日公布獲獎
結果，其中港大獲得一項特別金獎、4
個金獎及5個銀獎；中大則獲一項特別
金獎、3金2銀3銅；而理大則獲3金3銀
成績。
今年部分獲獎發明為應對疫情而設，

其中港大的流感病毒載體新冠病毒疫苗
技術，是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陳鴻霖、

陳志偉、講座教授袁國勇等人領導研
發，以多功能滅活流感疫苗技術平台為
基礎，針對新冠病毒的受體結合域觸發
免疫力，為全球首項獲批進行臨床測試
的噴鼻式新冠疫苗。
另該校的新冠病毒污水監測系統，

也於發明展中獲金獎，有關項目已於
香港廣泛應用，成功追蹤隱藏的感染
個案。

該計劃「HK Tech 300」昨日於城
大舉行啟動儀式，由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薛永恒、數碼港董事局主席林
家禮、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城
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及校長郭位等主
禮。城大副校長（研究及科技）楊夢
甦介紹指，計劃希望給予年輕人將知
識與實踐相結合，並將城大研究轉化
成實際應用，為社會經濟及科技發展
作出貢獻。他表示，過去三年城大成立
了 50多間初創企業，今次為加強支
援，與四大商會進行合作，從技術方面
支持創業、提供市場相關的資訊，同時

透過商會有創業經驗的管理層人員，合
作的同時，亦傳授創業經驗給學生。

四階段：招募培訓培育發展
該計劃分為四個階段，包括招募、

培訓、培育、發展。前兩者會先透過
講座、聚會、體驗營、工作坊等助參
與者增加初創知識，並提供10萬元種
子基金成立初創公司；至於培育及發
展階段，成功於創業簡報、設計產品
等過程中獲選的初創企業團隊，則可
獲高達100萬元的天使基金投資，大學
並會推薦他們申請其他基金及初創資

助，最多可獲得1,000萬元支持進一步
發展。

畢業生：創業從玩開始
多名城大畢業生昨亦有出席活動分享

其科技初創經歷。其中26歲的蘇樂文
形容「創業是從玩開始」，過去他便是
透過參與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iGEM）並獲金獎，「玩」出了自己
的創科夢。五年前他與3名城大同學創
立了生命科技公司HANDS，其後獲城
大兩個創業基金資助，並成功進駐科學
園。他分享說，團隊於四年前投身護膚

產品研發並開創本地護膚品牌，去年營
業額達千萬元。目前公司正研發從微藻
提取類似胡蘿蔔素的物質，能一次性解
決濕疹產生的皮膚發炎、癢、細菌感染
等問題，現正就技術申請專利，預計今
年底作臨床測試，進一步推進業務發
展。
另一城大畢業生顏煒彤，與城大師妹

合作創辦里索科技，以聲紋辨識技術研
發出名為「無聲救星」的手環，當用家
大聲說話或被叫名字時，會進行震動提
醒，以幫助聽力輕微衰退但不想因戴上
助聽器而在職場上被標籤的人。

網版日內瓦發明展 港大中大理大奪25獎

●多位主禮嘉賓參加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蘇樂文（右）與3位城大
的90後共同創立了聯手生
命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特 刊 ●版面設計：陳文傑

李妮表示，今年「兩會」焦點議題着眼香港，中央
充分考慮到香港特區目前的實際情況，完善選舉

制度的目的是要讓香港重回「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正
確的軌道，從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原則。
李文俊分享道，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共分三個部
分：2020年工作回顧、「十三五」時期發展成就和
「十四五」時期主要目標任務、2021年重點工作。他
說：「看完政府工作報告後，我的心情很激動。過去
的一年，國家取得抗疫成果有目共睹，在其他國家疫
情仍然嚴峻之時，國家能夠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經濟
恢復好於預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3％，這是非
常振奮人心的！」
對於國家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李文俊表示
激動不已。他說國家能夠完成這個消除絕對貧困的艱
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奇跡。關於中央出手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李文俊認為，
作為一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定要做好講解和宣傳工
作，為香港市民提供真實的相關資訊，讓政策可以深
入民心地實行。
黃國分享道，中央對香港治理思路很清晰，決心
要解決香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亂」的問題，並對
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採取有力措施，讓香港市
民更多地享受到國家的紅利。他說，「十四五」規
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和行動綱
領，香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除了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還有海南自貿港建設，都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了
更多發展機遇。
黃華康分享表示，兩會圓滿舉行，看到國家的政策

和方針都是為了民生、為了總體利益，心裏由衷振
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非常有必要，香港有部分所謂
的「有識之士」長期鼓吹「違法達義」，以極具煽動
性的個人主觀意識誤導市民、挑戰法治，導致年輕人
墜入法網、賠上大好前途，現在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非常及時、非常必要。
張學修以視像形式分享，他表示，兩會定下國家實

現經濟增長目標不僅要保持增長和競爭力，還要訂立
持續的計劃，今年依然是推動「六穩」、「六保」。
面對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國家能夠做出安排就業
的承諾，這體現保持就業市場正常運作的大信心。
「愛國者治港」也是今年兩會一大重點，獲得代表和
委員的高度支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落實「愛國
者治港」是民心所向。
朱鼎健以視像形式分享表示，全國兩會收穫最大

的是信心。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強調要為民營
企業紓困，並且「市場主體」和「民營企業」的關
鍵字頻頻出現。今年國家繼續優化落實針對企業的
減稅政策，進一步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困難，向企
業家傳遞了重視民營經濟發展的信號，令市場主體
安心經營，輕裝前行。他說，「愛國者治港」維護
香港繁榮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政協
委員要加強團結聯誼、凝心聚力、目標堅定，支持

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
主講嘉賓譚耀宗

表示，「十四五」
規劃與香港的關
係，在政治方面是
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經濟方
面是要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參與
國家「雙循環」政策。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必須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
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
能；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
受疫情影響，各會會員及海南鄉親以線上直播的方

式參加分享會。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2021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把握「十四五」重大機遇完善選舉制度重回正軌

日前，由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主辦、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

誼會協辦的「香港海南社團總

會2021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

順利舉行。會上邀得全國人大

常委、總會名譽顧問譚耀宗擔

任主講嘉賓，中聯辦社團聯絡

部副部長黎寶忠出席。全國政

協委員、總會會長李文俊，全國政協委員、總會永遠名譽會長黃華康，全國

政協委員、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張學修，全國政協委員、總會常務副會長朱鼎

健，全國政協委員、總會名譽顧問黃國等分別進行了分享。分享會由總會常

務副會長兼副秘書長李妮主持 ，總會常務副會長、各會會長出席。

● 全國政協委員、該
會會長李文俊分享。

●主講嘉賓全國人大常
委、該會名譽顧問譚耀
宗分享。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該會名譽顧問
黃國分享。

●全國政協委員、
該會永遠名譽會長
黃華康分享。

●全國政協委員、
該會常務副會長朱
鼎健以視像形式分
享。

● 海南省政協委
員、該會常務副會
長兼副秘書長李妮
主持分享會。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該會永遠名譽
會長張學修以視像
形式分享。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2021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順利舉行，嘉賓合影。

●分享會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