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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重在化藍圖為現實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帶領特區政府眾多司局長，到廣州
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19次會議，雙方在攜手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創新科技發展、兩地青少年交流、強
化金融合作等方面達成多項共識。這是近年來香港與毗鄰
的廣東省合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落實好這些共識，將有
助於拓展香港未來更大的發展空間，也為廣大青少年創業
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期待特區政府能夠進一步更新觀
念，提高施政效率，努力把粵港合作新藍圖化為現實，並
產生推動經濟轉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
梁振英昨在廣州與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共同主持了粵港
合作聯席會議第 19 次會議，就未來兩地合作制定了方向
並簽訂了 9 份合作協議書，範圍涉及到共同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支持兩地
青少年的雙向交流、加強金融和環保等領域的合作等
等，內容相當廣泛，為將來兩地的合作勾畫出新的宏偉
藍圖。其中，發展創新及科技方面的合作，將是未來的
一個重點。眾所周知，香港的大學科研水平相當高，有
許多世界一流的設計和實驗室，香港與國際的聯繫也非
常廣泛，可以吸引到最優秀的科研機構和人才。但是，
香港本地由於營運成本過高及市場狹小等原因，無法形
成將科研成果商業化的良好環境，令到許多創新科技成
果難以變成商業化成果，更難以將創新科技成為推動經
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相比之下，香港這方面的不足正是廣東的優勢。當
然，廣東也有國際聯繫、科研創意、研發機制、創投基
金等方面不如香港發達等弱點，兩地如果能夠進一步加
強合作，取長補短，就完全可以達至雙贏。深圳大疆無
人機成功的例子，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大疆的創辦者，

原是內地來港讀書的大學生，他們在香港取得了研究成
果，本來想在香港繼續發展，但高昂的成本加上狹小的
市場，迫使他們回到深圳創業，終於在幾年後一鳴驚
人，成為世界無人機的龍頭企業。試想，如果香港當初
能夠為他們的創業提供更好的條件，讓兩地各自不同的
優勢都能充分發揮，這個項目有可能發展得更快，規模
可能做得更大，粵港兩地都能有更好的收益。
目前，粵港兩地的經濟都處在重要轉型期，雙方的合
作空間和前景都非常廣闊，經過多年的互相了解，對於
如何加強兩地合作，促進經濟轉型的思路和方向也相當
明晰，關鍵是雙方都需要抓住機遇，以只爭朝夕的姿態
來強化合作，盡快把繪製好的藍圖落到實處，將所達成
的共識化為現實。對特區政府來說，尤其是要排除干
擾，提高效率，多做實事，努力促成兩地商界之間更多
更好的合作。過去，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香港的效
率都是一流的，內地在改革開放之初所提出「時間就是
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便是從香港學來的。遺
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香港效率反而變成了緩
慢落後的代名詞，與內地合作的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都出
現了嚴重的延誤和超支，許多項目都是「只聞樓梯響，
不見有人來」。少數官員們口中的不少大計只是說說而
已，並沒有多少跟進落實，這樣的官僚主義作風和低下
的行政效率，已經嚴重影響到香港社會的發展步伐。因
此，香港社會普遍期待這次粵港聯席會議能夠在這些方
面有所突破，真正帶動起兩地經貿合作及青年發展交流
的新高潮，為香港未來的發展開拓出更大的空間，為香
港青年一代的創業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
（相關新聞刊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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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監管並重 堵塞手遊消費漏洞
消委會今年頭 8 個月接獲 72 宗涉及手
機或網上遊戲的投訴，有消費者玩遊戲
竟然「被消費」過萬元。科技令娛樂消
費模式日新月異，手機遊戲大行其道，不
少更標榜「免費」吸引玩家，其實暗藏收
費項目，令消費者隨時「中招」。大量投
訴事件告訴我們，消費者在虛擬世界娛樂
消費時，應衡量箇中風險，避免沉迷招致
損失；而當局更應與時俱進，加強對新科
技消費模式的規管，堵塞漏洞，注重宣傳
教育，切實保障消費者權益。
手機遊戲已經發展為一個龐大的產業。
有報告預測，今年全球手遊收入將達 369
億美元，超越電腦遊戲。作為新科技、新
模式，消費者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從消
委會的報告來看，市民至少需要吸取以下
三方面教訓，免枉交學費。
首先，不能沉迷其中。有事主先後花費
超過 8000 元購買遊戲點數，希望抽中遊
戲中的稀有角色，但嘗試 300 多次仍然失
敗，深感後悔。對此，遊戲公司回應指，
中獎幾率與抽獎次數無關，條款早說明不
作退款。遊戲就是遊戲，我們不可過於求
勝心切，過度沉醉在虛擬世界，購買付費
項目前，更應細閱交易條款和細則。
其次，多學習，多了解，提升防「中
招」意識。有事主將手機遊戲給 9 歲兒
子玩，兒子點擊收費項目，由於事主已

經在遊戲程式綁定了信用卡免密碼支
付，到收到賬單才驚覺花費高達 13500
元。
現在很多手機程式都會默認綁定信用
卡免密碼支付功能，一不小心，手機支
付會墮入消費無底洞。在這個個案裡
面，涉事公司回應指，用戶可以自行更
改手機的支付限制，改為必須輸入密
碼，甚至停止所有購買功能。但撫心自
問，很多人下載遊戲純粹為玩，對其中
的功能設置根本未有深究，更不知道從
何限制這些權限。更不排除部分遊戲開
發商刻意設置免密碼支付，好讓消費者
「唔覺意」之下支付金錢。更有甚者，
很多開發遊戲的公司僅僅提供電郵聯
絡，連客戶服務電話都無；消費者遇到
問題，往往追訴無門；如果涉及境外的
遊戲公司，追討更難上加難。
面對手機娛樂、消費錯綜複雜的問
題，並非消費者單靠提高警覺可以解
決。政府積極促進業界完善服務，保障
消費者權益，責無旁貸。政府應考慮引
入新法例、新手法，規管新消費模式，
懲罰刻意欺客牟利的經營者，主動採取
措施堵塞監管漏洞，嚴防有人在混水摸
魚。同時，要做好消費者宣傳教育，提
醒大家如何避免墮入手機消費陷阱，防
範消費糾紛不斷發生。

港生發明升空 微重膜入「天宮」
神十實驗啟發「小科學家」冀製透氣防水人造皮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太空實

微重力狀態下製作多用途
聚合物有孔薄膜實驗程序

驗對於一般港人來說看似遙遠，但由
香港中學生設計的科研實驗，卻將於
今晚首次衝上太空。由順德聯誼總會
翁祐中學 5 名中六生構思的「微重力狀
態下製作多用途的聚合物有孔薄膜」
項目，去年在有關太空實驗比賽中勇
奪冠軍，經與香港及內地科研技術人
員交流改良後，今晚將隨國家載人航
天實驗室「天宮二號」一同發射升

將沾有聚合物 PVA 溶液及飽和鹽水的
水膜金屬圈合併。圖為翁祐學生自行製
作，在太空中使用的模擬金屬圈及模擬裝
有溶液的塑膠袋。

空。5 名小小「太空科學家」與本報分
享時說，他們是受 3 年前神舟十號航天
員王亞平的太空物理實驗啟發，再結
合關於化學聚合物的知識，研發出透
氣防水薄膜，期望未來能進一步開發
成具應用性的人造皮膚和透析膜。

進行相轉化過程

翁祐中學中六生勞莉欣、陳翠珊、蔡欣澄、何奕龍和區鈞
堯一同修讀化學科，去年他們組隊以上述薄膜項目，參

■翁祐的 5 名
中六生勇奪太
空賽冠軍。右
起：區鈞堯、
何奕龍、勞莉
欣、陳翠珊、
蔡欣澄和老師
崔婉琪。
黎忞 攝

加由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辦的
「香港中學生太空搭載實驗方案設計比賽」並成功奪冠，其作
品更獲選被「天宮二號」帶同發射升空，並將由航天員在太空
無重狀態下，進行在地面上「不可能」的科研實驗，其製成品
也會帶返地球作進一步研究。5人及其他得獎隊伍更獲邀安排
於10月前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觀，與航天工程人員面對面交
流，屆時更有機會親眼目睹神舟十一號升空之重要時刻。

「師承」王亞平 失重環境製膜
對於自己的作品能上太空，5人都深感高興。他們近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分享指，其獲獎的有孔薄膜項目，都是受航天員王
亞平在太空向學生展示的基礎物理實驗啟發，特別是其中一個
在失重環境下進行水膜實驗。他們參照有關做法並結合化學知
識，設計了將聚合物聚乙烯醇（PVA）溶液及飽和鹽水混合，
以進行相轉化過程的項目，待風乾後就會形成固體薄膜，過程
最多只要一兩分鐘，期望未來可進一步研發成透氣但不透水的
人造皮膚和透析膜等等。
勞莉欣補充指，在太空做上述實驗成效遠超在地面進行，由
於太空無重力，液體張力相對較大，才能拉出水膜，而造出來
的薄膜比較平滑，小孔分佈平均，才能做到透氣而不透水的功
能。不過研發過程中他們亦碰過釘子，該校化學科教師崔婉琪
表示，為保障航天員的安全，有很多物質都不能帶上太空，例
如最初實驗含有揮發性氣味的丙酮，「0.5 毫升（丙酮）都不
能帶，但沒有（丙酮）就幾乎完全不能做實驗」，學生就花上
不少心思和時間另找資料，最終才找到合適的材料取代。

專家讚成本低 教改良項目
在比賽當中，翁祐學生的實驗獲專家評判讚賞有實用性，而
每張薄膜的成本更低至幾仙，且使用的實驗器材較輕巧，方便
帶上太空。勞莉欣透露，雖然實驗只是中學生作品，卻獲大會
專家非常認真看待。在比賽完成後，香港及內地相關單位專業
人士細心與他們交流指導，助他們改良項目。她舉例指，原本
他們的構思是參考王亞平的太空實驗過程，想以人手將金屬圈
從塑膠袋中拉出水膜，並結合另一個含有溶液的圈，但專家考
慮到太空艙或有晃動的因素，會增加航天員進行實驗的難度，
最終專家更為實驗針對性開發出一個細小的機器，只需輕易攪
動把手，就可以將兩個含有溶液的圈合上製成薄膜。
「天宮二號」及神舟十一號未來將相繼升空，或會掀起新一
輪太空熱。崔婉琪指，今次更有學生作品參與其中，校方計劃
轉播升空過程，希望能對其他有志於航天及科研的學生有所啟
發。

等待風乾後
即成有孔薄
膜。圖為 PVA
有孔薄膜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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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獲獎的
翁祐學生（左
排）到深圳參
與交流會。
受訪者供圖

三度挑戰終如願 觀發射圓太空夢
5 名翁祐中學學生對
於其研發作品由最初的
設計意念變成實物，更會被航天員帶上太空，
紛紛高呼「好神奇、好榮幸」。他們在 10 月有
機會參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對於其中一名學
生何奕龍來說，更是圓了其自小時候開始發的
「太空夢」。
何奕龍自小對科學甚感興趣，初中時參加過
兩次由香港太空館主辦的「少年太空人體驗
營」，活動主要考驗參加者的太空知識、體能
及領袖才能，從比賽篩選出就體驗太空人訓
練，參觀中國航天員中心、國家天文台和東風
航天城等等，但兩次的參賽何奕龍亦未能勝
出，最多只能入選候補名單，故是次勝出「香
港中學生太空搭載實驗方案設計比賽」，令他
有機會前往酒泉，可說是如願以償。

各 懷 夢 想

冀升讀理學院走科研路
何奕龍就讀中學期間亦參加不少科學比賽，
他期望未來可升讀理學院課程，向成為科研人
員的目標進發，而一同參加比賽的同學區鈞堯
亦想升讀理學院，學習科學理論知識。
一同組隊參賽的蔡欣澄則表示，是次比賽開

太空賽薈創科結晶
286 學子追逐繁星
為翁祐中學及其他香港學生提
供圓「太空夢」機會的「香港中
學生太空搭載實驗方案設計比
賽」，於 2014 年底至 2015 年中
舉行，除民政事務局和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合辦外，教育局亦為比賽的夥伴
機構，並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中國航天員科研
訓練中心及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合作承辦賽事，
一共吸引到來自 47 間中學 286 名同學提交的 70 份
參賽作品。
有關太空實驗設計比賽旨在加深本港中學生對
國家航天發展的認識及推廣香港創新科技文化，
學生提供作品多元化且創意十足，包括物理及生
物實驗，涉及植物生長、動物行為、娛樂運動，
以至食物等貼近日常生活的題材。除奪冠的翁祐
中學外，亞軍及季軍分別由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
學的蠶蟲實驗及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的雙擺運動
實驗奪得。
■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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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平曾在天宮一號為全國青少年進行太空
授課，當時她利用水袋和金屬圈做成了一個水
膜，5名翁祐生受此啟發。
資料圖片
啟了她對設計和繪畫的興趣，故她和勞莉欣都
想升讀建築學課程。
勞莉欣續指，「這個比賽要求我們的實務技
巧，不論是寫報告、拍攝影片抑或演講均要自
己『落手落腳』，令我覺得很有趣，我相信對
未來工作有幫助。」陳翠珊為人則比較細心，
她笑言自己亦是喜歡「落手落腳」做事，期望
升讀護理學課程，擔任護理人員服務有需要人
士。
■記者 黎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