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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去年公布，全國十一個省市、六十三所
內地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復旦大學等）直接
以中學文憑試或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收取港生，計可提供
三千多個學額，最低收生要求為文憑試成績「三三二二」。

根據香港教育局資料，首屆計劃約有六千名高考及
文憑生報名，當中四千二百人完成報考內地高等院校程
序，首輪確認取錄已於八月四日完成，首輪落空或未有
確認首輪取錄的考生，早前亦於八月七日及八日遞交候
補錄取申請，各高校將於八月二十日前公布最終錄取名
單。教育局發言人表示， 「將繼續與國家教育部和各內
地院校緊密合作，開展落實來年有關計劃的工作。」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預料，新
學年將有逾千名港生透過免試招生計劃北上升學。他透
露，國家教育部本月底檢討首年計劃，來年將繼續舉辦
免試招生，預期參與院校數目增加，本港教育局亦計劃
於十一月三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內地院校免
試招生展覽，希望本港學生及家長了解不同院校的優勢
和特長，以及內地高等教育的最新狀況。

了解不足學額未有效運用
羅永祥表示，部分港生對內地大學了解不足，以首

次免試招生計劃為例，港生一窩蜂報讀個別院校，如廣
州暨南大學接獲逾千名港生申請，或不考慮自己成績盲
目而報讀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相反天津大學、華東
政法大學等僅得數十人報名，學額未能有效運用。希望
港生及家長充分了解各內地院校優勢，根據自己
成績水平、興趣、課程、學額及就業等選擇合
適院校。他又說，港生仍對內地大學的認受
性存疑，或對內地升學沒有信心。「內地學歷及
專業資格均可取得認可，而港生到內地學
習生活亦有助了解國家、掌握國情。」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指
出，近年港生到內地升學人數有上升趨勢
，內地院校免試招收港生的安排，可為港
生提供另一升學出路，且內地學費相對便
宜。但部分港生仍擔心內地升學認受性不
足，建議當局及各院校提供更多資訊，增
加港生報讀動力。

●在部分高校試行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自
2012年起，試行對香港學生豁免內地普
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
台灣省學生考試（即 「聯招考試」 ），
內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高中文憑考試
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結合制定實施國家 「十二五」 科技發展
等規劃，加強兩地在科技產業領域的合
作，使香港科技資源進一步融入國家創
新體系。

●加大支持香港科技創新的力度，不斷擴
展兩地科技合作的新形式，如支持在香
港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
以適當形式在香港設立高新技術產業化
基地等。

2011年 8月，國家領導人訪港，表
示支持在港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
中心；其後，應科院通過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和創新科技署向科技部正式呈遞申請。

8月30日，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
會第六次會議在四川成都召開。會上商定
支持在香港以適當方式建立國家高新技術
產業化基地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
心事宜。

2012年6月4日-7日，科技部發展
計劃司副司長蔡文沁一行赴港，考察擬建
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依託單位──香港應用科技研
究院。

6月下旬，科技部部長萬鋼致函特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同意
依託應科院組建該分中心。

9月27日，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
中心揭幕儀式將在香港科學園高錕會議中
心舉行。

【本報訊】為加強本
港與內地大學交流，中央
政府去年宣布，設立專項
撥款形式，每年支持一千
名港大學生和老師到內地
去學習、考察和開展科研
工作。

港大接收了這份大禮
後，展開籌備工作。 「港
大千人內地交流計劃」啟
動儀式於今年四月二十六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
由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趙靈山、教育部
副部長郝平、港大校長徐
立之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
良等人主持，共同見證中
港兩地高校共譜合作新篇
。港大發言人表示，目前
與教育部有共識，正積極
籌備千人內地交流的安排
，細節有待磋商。

「千人內地交流計劃
」成立將為港大老師及學
生提供更為多元且豐富的
內地交流和科研機會，合
作交流院校也將覆蓋全國
各地。港大希望能借助該
項目的發展在國內成立更
多的教學基地，開拓更多
的教學資源和實踐機會，
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推
進港大新學制改革。

此外，國家教育部和
本港教育局亦於今年六月
舉行《香港與內地高等學
校關於進一步深化交流與
合作的意向書》簽署儀式
。根據意向書的安排，涵
蓋十七所提供本科學位的
本港大學和院校，將資助
二千名本港高校師生赴內
地學習或參與科研項目；
另每年資助七千名港生暑
期到內地短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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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中央政府宣布多項挺港措施
，教育為六大核心範疇之一。重點措施即包
括六十三所內地院校豁免本港學生參加聯招
考試，首次已吸引逾六千名港生報名，為港
生升學創新天。國家教育部本月底將展開檢
討，計劃來年續行及預期有更多內地院校參
加，當局擬今年十一月初舉辦內地升學展覽
，並加強宣傳工作。

本報記者 劉家莉 于敏霞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于敏霞報道：為落實
中央政府的三十六條惠港措施，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應科院）近日正式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准，與
南京東南大學合作組建 「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揭幕儀式將於九月
二十七日下午在香港科學園高錕會議中心舉行。這
是在港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
，亦是中央政府在特區成立15周年之際，加強內地
與香港科技合作的措施之一。

揭幕儀式下月底舉行
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是國家科技發展計劃重

要組成，就促進科技產業化、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傳
統產業的升級改造進行研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在香港設立分中心，有助加強香港科技界和企業
界了解國家科技發展和內地新興產業的需求，並積
極參與有關的工作。

該分中心將與東南大學的 「國家專用集成電路
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 「射頻集成電路與系統
教 育 部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 攜 手 ， 在 集 成 電 路
（Integrated Circuit, 簡稱IC）工程化研發、成果推
廣與開放服務、運行管理等三方面開展合作。

該分中心由應科院行政總裁張念坤擔任主任，
應科院集成電路設計群組副總裁及研發群組總監王

克中擔任副主任。張念坤對獲科技部批准建立分中
心感到興奮，他認為在香港建立 「國家專用集成電
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可發揮
香港在國家政策、國際性科技及管理人才，及制度
和市場上等優勢，幫助引進國際先進的集成電路技
術、人才、資金至內地，並協助中國有實力的集成

電路企業進軍海外市場，從而推動中國集成電路產
業的發展」，應科院具備一流的技術人才，基礎設
施先進完備，研發成果豐碩，向業界成功轉移技術
經驗豐富，期望以堅實的技術基礎和國際聯繫，結
合東南大學的優秀科研團隊和成功的產業化經驗，
並利用香港獨有的優勢，增強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
實力，從而進一步帶動內地及香港的產業和經濟的
發展。

合作項目包括光纖通訊
王克中談到，已與東南大學召開多次會議及電

話會議，討論相關合作事宜，目前看有可能合作的
項目如光纖通訊、醫療保健、傳感器、功率IC、移
動終端等。他介紹說，過去10年，中國集成電路產
業發展迅速。2011年，全球集成電路營收約三千億
美元，中國進口佔一千三百億美元，與進口石油相
當；而中國自己的集成電路營收僅三十億美元，可
見中國市場很大，吸引大量人才回來發展，同時合
作研究的電子功能集中在很小的IC上，價格便宜且
易於保護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樣意義重
大。

科技部正進一步探討認定香港作為現代服務業
產業化基地事宜。去年11月，科技部正式認定香港
科技園為國家綠色科技產業化基地，進一步加強內

地與香港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合作，達到內地與香港
雙贏的目的。

科技部負責人說，2004年成立了內地與香港科
技合作委員會以來，迄今已召開 6 次會議。這是繼
CEPA 之後，內地與香港簽署的又一重要協議，對
加強兩地科技合作的統籌起到了重要的機制保障作
用。除圍繞 IC 設計、電子標籤（RFID）、汽車
零部件、中醫藥、基地建設、納米、重大計劃、節
能與環保等 8 個領域開展合作以外，專門設立了粵
港科技合作先行先試工作組，還以國家 「十二五」
科技發展規劃實施為契機，研究探討如何加強兩地
在不同層面的科技合作，使香港科技資源進一步融
入國家創新體系。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
由特區政府於2000年成立。2006年，應科院獲創新
科技署委託，承辦 「香港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
」，肩負高質素研發工作，把科技成果轉移給業界
；培育優秀科技人才；及整合業界和學術界的研發
資源等任務。

東南大學 「國家集成體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於1992年成立。該中心已進行二十六個主要
項目，包括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 「863」
計劃課題等。該中心已將超過十四個項目轉移業界
作批量生產。 「射頻集成電路與系統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由國家教育部和東南大學在1997年聯合
籌建，屬於 「211」工程項目，已承擔和完成三十多
項國家與省級重點項目，包括 4 項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項目和十多項 「863」計劃課題。兩中心有五十多
位教師及四百多名學生，有很好的產業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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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千人內地交流計劃」 啟動儀式於4月26日在
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由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趙
靈山，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司長
張秀琴、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主持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免試招港生計劃年底會檢討成效，預期會有
更多內地院校加入。圖為復旦大學畢業生在拋
帽 資料圖片

▼內地63院校免試招港
生計劃為港生提供新出
路 資料圖片

（四之一）（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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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一年前，中央政府宣布多項挺港措施，涵蓋

經貿、金融、教育等多個範疇，給香港的經濟社
會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一年後，盤點挺港措施，
人們發現它已經碩果纍纍，再一次顯現香港背靠
祖國的強大優勢，本報由今天起將連續數版，分
析報道挺港措施給香港帶來的喜人變化，敬請讀
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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