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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创科旗舰项目推动国际科研合作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罗明荣）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香
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近年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迅速，其
中特区政府的创科旗舰项目
“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
（简称“InnoHK”），成功促
成香港与世界各地顶尖科学家
合作，共同开发出令人瞩目的
科研成果。
　　InnoHK 致力于促进全球
科研合作，自推出以来获得全
球多家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积极回应。经过严谨的筛选及
审批程序，目前有 28 所研发
实验室获选进驻位于香港科学
园的 InnoHK。
　　香港科技大学于 2020 年
通过 InnoHK 成立了香港神经
退行性疾病中心，致力推动神
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及科研成果
转化。该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团
队由来自港科大、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
院的国际知名科学家组成，合
作展开一系列前沿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香港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主任叶玉
如表示，InnoHK 让她的团队
有机会与国际顶尖科学家合
作，了解国际前沿科学发展趋
势，这对于研究进展非常重要，
也有利于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
科中心。
　　“InnoHK 不仅能吸引世
界各地优秀人才来香港，对香
港本地人才也起了很好的作
用。”叶玉如说。

内地师范院校为澳门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

12岁或以上来港人士须至少接种两剂疫苗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金松）香港特区政府 16 日公
布，由 9 月 17 日起修订对所
有来港人士适用的“临时疫苗
通行证”，12 岁或以上人士
须已完成接种至少两剂认可新
冠疫苗，才符合要求以获发“临
时疫苗通行证”。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临
时疫苗通行证”安排适用于所
有抵港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及
非香港居民，以及从内地、澳
门、台湾及海外地区抵港人士。
　　据介绍，因健康原因而不

适合接种、并持有相关医生证
明书的人士，或已接种一剂认
可新冠疫苗并持疫苗接种记
录，但在接种该剂疫苗后获发
医生证明书，证明其因健康原
因未能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的
人士，也符合获发“临时疫苗
通行证”的要求。
　　此外，考虑到香港以外地
区为 11 岁或以下儿童接种疫
苗的安排比成人较迟开始，现
阶段他们可在尚未接种疫苗的
情况下获发“临时疫苗通行
证”。

　　发言人指出，此举考虑到
香港以外地区已广泛接种新冠
疫苗，加上香港“疫苗通行
证”要求将进一步加强（由 9
月 30 日起降低适用年龄，及
于 11 月底起要求所有 12 岁以
上人士均必须接种三剂疫苗）。
　　发言人说，“临时疫苗通
行证”旨在为抵港人士提供过
渡期，让他们在抵港后接种疫
苗以满足“疫苗通行证”的接
种要求，并便利短暂停留香港
的人士进入“疫苗通行证”适
用处所。

香港保安局：
再有遭禁锢从
事非法工作港
人获救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向垣洪）据大公文汇全媒体报
道，早前有港人怀疑被诱骗到
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
国家，遭禁锢从事非法工作。
香港保安局 20 日表示，再多
一名港人早前向入境处求助
后，在外交部驻港公署、中国
驻缅甸大使馆、中国驻泰国大
使馆、保安局专责小组以及香
港驻曼谷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协
助下，20日安全由泰国回港。
自保安局专责小组成立以来，
合共 15 名求助人已经在协调
下安全回港。

　　华夏早报澳门讯（记者 
潘利求）在中国教育部 20 日
召开的“教育这十年”系列新
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教
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
示，十年来内地师范院校为澳
门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是澳
门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助力。
　　龚志明当日在介绍澳门教
育改革发展情况时表示，师资
队伍建设上，澳门 2012 年首
次以法律的形式，为非高等教
育的教师订立了职业制度，提
升和保障了教师的福利待遇。

2011/2012 学年至今，澳门教
师具有师范学历的比率从约
82% 提升至 97%，而取得学士
学位或以上的比率也从约 86%
提升至 97.5%。内地师范院校
为澳门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
是澳门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助
力。
　　在爱国爱澳教育工作上，
他介绍，澳门高校本学年有
85% 的学士学位课程，已设有
宪法和基本法相关教学内容。
基础教育方面，中国历史已列
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澳门更获

内地专业出版机构的支持，出
版中学《历史》教材，以及中
小学的《品德与公民》《中国
语文》等教材，其中全套《品
德与公民》及初中《历史》
教材的使用及参考使用率达
100%，高中《历史》教材达
95.7%，更推出葡文及英文版
的《历史》教材供国际学校使
用。
　　澳门还实现了所有学校升
挂国旗全覆盖，以及新设立家
国情怀馆、青少年爱国爱澳教
育基地等场地。

内地高校港澳台在校生 10年间增长 51%

　　华夏早报北京讯（记者 
王芳）记者从教育部 20 日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0
年来，内地（大陆）高校累计
招收港澳台学生 7.9 万名。
2021 学年内地（大陆）高校
共有港澳台在校生3.82万名，
较 2012 年增长了 51%。内地
已连续多年成为港澳学生赴港
澳以外地区升学首选，越来越
多的台湾学生选择到大陆就
读。
　　教育部港澳台办主任刘锦
介绍，目前，内地与港澳中小
学、幼儿园已缔结“姊妹学

校”2593 对，覆盖内地 29 个
省（区、市）；设立“内地与
港澳高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
近 3000 项，惠及港澳师生近
10 万人。10 年来，教育部累
计开展对台交流项目 1300 余
个，两岸1000多所高校参与，
约 6 万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参
访交流，师生交流覆盖范围更
广、程度更深。
　　在高等教育领域，目前，
教育部已先后批准内地与港澳
高校共同设立本科层次及以上
合作办学项目 19 个，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 3

个；港澳高校参与建设 20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11 个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和 20 个粤港澳
联合实验室，不断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此外，10 年来，多家港
澳基金会通过教育部捐赠教育
事业发展，折合人民币近 10
亿元，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
中心主任齐鹏飞表示：“实实
在在地解决了港澳台青年在学
业、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许多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