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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理事會召開籌備會議
2006年1月20日

2006年1月20日晚，海學聯首次理事大會召開。二十多位創會理事應邀出席。會議由葛惟昆主持。他首先簡要介紹了海學聯籌組經

過。從2000年開始，香港各高校的居港大陸教職人員連續五年組織考察西部。2005年7月在西藏的考察途中，團員自覺發起籌組海學

聯。2005年9月3日，西藏考察團成員、部分高校教職員工、及部分財經界人士再次聚會，確認籌組海學聯。介紹完籌組經過後，大

會一致通過創會理事名單，並分別對章程草案的部分章節提出了修改意見。之後，大家對海學聯今後發展的各項事物展開了熱烈的討

論，包括海學聯定位、工作分工以及內部建設等。大會還同意增聘名譽理事，以積極擴大海學聯的影響。

海學聯籌備及成立酒會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Association of Mainland Overseas-Returned Scholars in Hong Kong

在多年積累、反復醞釀、各方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在中聯辦及社會各界和海歸同仁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1月20日，居港大陸海外學

人聯合會（簡稱 「 海學聯 」）在港宣布成立。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其英文名稱為 Association of Mainland Overseas-

Returned Scholars in Hong Kong (www.amorshk.org)，是由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大陸海外學人自願組成的非牟利社會團體。宗旨是: 

本著愛國﹑愛港的方針，團結在香港居住的大陸海外學人，支持「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參

與香港事務，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與和諧，以及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本會竭誠為廣大居港大陸海外

學人服務，關心他們的社會福祉和文化生活，修學敦誼，廣交朋友，爭取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幫助他們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與要

求。「海學聯」將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一系列活動：社會政治事務、財經商務、文娛體育、科普及學術交流，以及各種形式的沙龍。

「海學聯」的會員包括教授、律師、會計師、金融界專業人士、以及服務於中資企業的海外留學人員。凡原籍中國內地，具有大學本

科或大學本科同等學歷，並在海外（包括港、澳、台地區）留學、進修、交流訪問過的居港大陸學人，均可申請成為會員。

董建華 榮譽會長於成立酒會上致賀詞

於西藏考察途中倡議成立海學聯 於西藏考察途中倡議成立海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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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學聯會長葛惟昆致辭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致辭 成立酒會現場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 葛惟昆教授
致會員歡迎辭

在港居住的大陸學人數千人，其中，有你，有我，就像天上的星星散落在這「東方之珠」、「動感之都」的茫茫人海裡。

我們擁有共同的經歷，從祖國大陸奔赴海外，或歐美，或南洋，或東瀛，歷經數載辛勤苦讀，學成歸來，在這片「属於我們自

己的土地」上安居、樂業；我們擁有共同的感受，我們興奮：這是一片属於我們自己的土地！我們也曾迷惘：在這片属於我們

自己的土地上，卻聽不到我們魂牽夢繞的鄉音！「一國兩制」、CEPA、自由行……，一切就在我們身邊…… 香港和內地經濟

的融合，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我們來自大陸，了解祖國；我們居住香港，熱愛香港。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無可比擬的雙邊優勢。在日漸融合的潮流中，如何

找准位置，構築平台，發揮優勢，實現我們「齊家、治國」的理想？

自去年一月召開第一次理事大會以來，雖然建立時間不長，「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簡稱「海學聯」）卻獲得了來自社

會各界的支持。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韓啟德先生，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欣然出任了海學聯名譽會長；香

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劉遵義校長、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等八所主要大學的校長都應允擔任了海學聯顧問，其

他顧問還包括全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局局長何志平、華潤集團董事長陳新華、中國建設銀行董事

長郭樹清、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文匯報社長張國良、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等等。

值得提及的是，海學聯一年來開展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我們組織居港工作的海外學人赴安徽考察，訪問了安徽的大學、科教機

構、當地的企業，遊覽了黃山；「協和沙龍」前後迎來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梁愛詩、鳳凰衛視劉長樂

等演講嘉賓；我們還鼓勵會員積極了解香港、參與香港社會，尤其是支持會員參與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競選；我們的文

體活動也很頻繁，春節前夕還組織了一場300人的迎春聯歡會……

「海學聯」就是你的、我的、我們大家的家！

 

（複星國際有限公司及華潤集團為本會成立酒會贊助機構）  

第一屆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成立酒會
董建華李剛何志平徐立之朱經武主禮
《文匯報》， 2007年3月31日

海學聯創立  建溝通平台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下稱「海學聯」），昨日假華潤大廈50樓貴賓廳隆重舉行成立酒會。海學聯會長、香港科技大學物理

系教授葛惟昆在會上表示，希望海學聯「植根香港、貢獻祖國」，成為居港大陸海外學人的溝通平台，幫助他們更好地服務香港

和報效國家。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海學聯榮譽會長董建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潘永華、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

志平、港大校長徐立之、科大校長朱經武、文匯報社長張國良等擔任主禮嘉賓。

海學聯於1年前在香港註冊成立，匯聚了本港高教界、法律界、會計金融界、工商文化界等數百名專業人士，在社會上的認可性越

來越大。葛會長指出，香港回歸10年來，從「海外人才計劃」到「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越來越多的大陸海外學人匯聚香江，在

「一國兩制」的天空下建功立業、報效祖國。現時居港大陸海外學人已達數萬人之多，人數越來越多、位置越來越重要，將成為

香港社會發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軍。

大學校長任顧問

葛說，海學聯的成立，獲得了社會各方面的極大關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韓啟德、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應邀

擔任榮譽會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何志平、潘永華及香港各大學的校長、多間跨國企業及銀行的董事長、重要媒

體的負責人擔任顧問。

董建華致辭　勉為兩地作貢獻

韓啟德和梁愛詩兩人昨日雖未能出席，但都發來了賀電。

董建華和李剛致辭時，對海學聯成立表達了熱烈的祝賀。董建華指，香港在回歸10年來，吸納了內地精英和海外學者以香港為

家。雖然他們在工作、生活上面對不少挑戰和困難，卻仍然熱愛香港，為香港的發展、祖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令他感到開心、

驕傲和感動。他希望海學聯越辦越好，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祖國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李剛亦指出，海學聯已經成為香港一支重要的力量，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希望日後為香港繁榮、民族振興作出

應有的貢獻。

酒會上，海學聯會長葛惟昆，副會長胡偉星、劉瑾、孫東、賈建民、耿春亞，各位理事與多位主禮嘉賓上台祝酒。近300名賓主出

席了酒會，場面熱鬧。 
複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先生

為本會顧問
本會榮譽會長，全國人大副委

員長韓啟德致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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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士進行了初步接觸。郭教授表示，醫療康復用車在中國內

地尚屬空白，她所在機構的研究成果也許能讓「江淮汽車」成為

少數發展醫療康復用車的國內企業。

「海學聯」代表團離開合肥前，主管教育的合肥市副市長張雪平

女士聞訊,特地在該市新落成的政務中心宴請「海學聯」一行，張

副市長介紹了合肥的歷史與現狀，特別提到合肥是國家首個「科

技創新型試點城市」，並表達了合肥希望與「海學聯」加強教育

領域聯繫與合作的願望。張副市長的講話得到「海學聯」會長葛

惟昆的熱烈回應。

在旅遊聖地黃山市，代表團還參觀了當地唯一的本科高等院

校——黃山學院，在汪良發院長的導遊下，代表團興致勃勃地遊

覽了黃山學院的校園，並和學院其他領導進行了交流。依託「黃

山」這一世界品牌，黃山學院辦學取得了長足進步，在黃山屯溪

區的徽杭高速路附近另辟新校區，迎接新一輪發展。學校規模的

擴大，最迫切的需求是優秀老師。賓主雙方同意，創造條件讓香

港的學者專家以各種方式支持黃山學院的發展。

「海學聯」本次參訪活動由安徽省政府教育廳處長耿尊芳女士全

面統籌，連續七天的參訪活動相當緊湊，團員們難免疲累，但

耿尊芳處長等人為代表團的吃、住、行作了極其精心和週到的安

排，令整個訪問十分順利。曾是中文系高才生的耿處長，還應邀

為代表團成員張永有感而發的七言絕句作詩相和，一時成為代表

團內流傳的佳話。從巢湖之濱的合肥到蕩漾徽風徽韻的皖南山

區，「海學聯」成員在看，也在思考。安徽位於中國中部地區，

在「中部崛起」的國家戰略下，有著美好的發展前景。徽派民居

講求「四水歸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在香港，風水最好的

地方往往背山面海，因為房子對著水才能生財。無論安徽還是香

港都強調「水即財」的觀點，除此之外，「海學聯」代表團還找

到了另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徽港合作，前途無限。

2006年8月14日至20日，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海

學聯」）代表團赴祖國大陸安徽省進行了為期一週的交流考

察。代表團一行二十一人, 由葛惟昆會長任團長, 先後訪問了

安徽大學等四所高等院校, 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和江淮

汽車集團等機構, 並與安徽省教育廳、科技廳及合肥市領導進

行了座談。此外, 代表團還赴佛教聖地九華山、聯合國自然與

文化雙遺產黃山以及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祖籍地績溪等地參觀

交流。   

訪問團由香港各大學的學者教授以及商界等界別的專業人士

組成。安徽獨特的自然風光和厚重的人文遺產讓大家嘖嘖稱

讚，安徽迅速發展的經濟和因此產生的雙方合作機會，更讓

這些有著祖國大陸情結的香港專業人士雀躍鼓舞。在合肥「

海學聯」受到省教育廳廳長程藝教授的熱情接待，程藝廳長

主要介紹了安徽高等教育近年取得的輝煌成果和面臨的問

題，並回答了有關教育投資等問題。 

教育產業化是中國大陸教育改革的焦點問題，代表團成員抓

住機會和廳長等人進行了熱烈討論和腦力激蕩。海學聯成

員、銀行家胡野碧還就教育產業投資的問題請教了程廳長。

在安徽省科技廳，廳長徐根應教授接見外賓後特地趕來看望

「海學聯」訪問團。他和兩位副廳長介紹了安徽科技配合經

濟發展的政策方向，徐廳長表示，一方面，安徽有中科大等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研院所，合肥又是國家首個「科技創新

型試點城市」；但另一方面，和沿海地區比較，安徽的科技

投入還明顯不夠。徐廳長歡迎「海學聯」成員和安徽開展科

技交流與合作。 

中國科技大學是合肥市的名片，代表團參觀了中科大的微尺

度物質國家實驗室，並聽取了有關中科大情況的介紹。當天

下午，代表團特地前往合肥的「科技島」參觀「人造小太

陽」，這是由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設計和研製的世界

上第一個全超導托卡馬克EAST核聚變實驗裝置。該所副所

長、博士生導師武松濤向大家解釋了「小太陽」的重大意

義：一旦實現持續可控核聚變的技術突破，中國乃至世界未

來的能源安全就有了保障。

安徽大學是安徽省重點支持的省屬院校，是安徽最大的綜合

性大學。負責接待「海學聯」的副校長王源擴教授曾經留學

澳大利亞，跟「海學聯」各位代表多了一層親切感，安徽大

學各學院的領導也陪同出席了會見。

「江淮汽車」是安徽省重點企業集團，也是中國汽車行業15

家重點企業集團之一。集團黨委副書記王東生介紹說，中國

曾經採取「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希望提升民族汽車工藝水

平，但現實離希望仍有不小的差距。

江淮汽車追求自我創新，希望發揚新時代的「紅軍精神」，

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民族品牌，用十年時間，讓JAC成

為世界一流的企業。

訪問團成員，香港理工大學康復醫療科學系教授郭霞和該廠

架 徽 港 交 流 之 橋 
   鋪 產 學 合 作 之 路

—— 2006香港「海學聯」訪問團安徽行
特約記者 陳曉曄

海學聯在安徽

海學聯在安徽

海學聯在雲南

海學聯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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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香港理工大學商學院

海學聯內蒙行

海學聯內蒙行

海學聯內蒙行

海學聯新疆行

海學聯青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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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區 甲 子 慶 
   海 學 聯 內 蒙 行

海學聯組團於2007年8月訪問內蒙

剛剛在香港經歷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系列活動的隆重

和喜慶，海學聯內蒙古考察團一行23人於2007年8月6日至11

日訪問內蒙古自治區，繼續感受著盛大慶典的熱烈和歡騰。 

今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8月8日，內蒙古各族各界

群眾歡聚在呼和浩特體育場舉辦慶祝大會。美麗的塞上青城

喜氣洋洋，豪邁的草原兒女縱情歡唱。熱情好客的內蒙古人

民張開臂膀，歡迎來自四面八方的賓客。從呼和浩特，經包

頭，到鄂爾多斯，海學聯考察團所經各地，處處花團錦簇，

彩旗飄揚，「熱烈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週年」的紅色橫

幅隨處可見。

一個甲子，一番巨變。作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一個範例，

內蒙古自治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各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進步。60年來，自治區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

了196倍，特別是近5年增長速度持續位居全國第一。全區產

業結構正由傳統的遊牧經濟向著現代農牧業和工業經濟加快

轉變，發揮自身資源富集的優勢，發展了一大批優秀企業集

團。海學聯考察團參觀了兩個傑出代表：包頭鋼鐵集團公司

和蒙牛乳業集團。

包鋼位於包頭市河西工業區，始建於1954年，是國家「一

五」時期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之一。經過50多年的發展，成

為我國重要的鋼鐵工業基地，全國最大的稀土生產、科研

基地，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最大的工業企業。截至2006年9月

末，包鋼累計產鋼9348萬噸，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的發

展。包鋼稀土資源儲量占全國的80%以上，占全世界的40%

以上，目前稀土精礦、稀土氧化物總量在全國居於支配地

位。海學聯考察團參觀了四號高爐、冷軋生產線、型鋼生產

線，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和深入的了

解。

蒙牛乳業集團成立於1999年1月，總部設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爾縣盛樂經濟園區。創業8年，蒙牛集團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蒙

牛速度」和「蒙牛奇跡」。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138%，納

稅年均增長158%，利潤年均增長182%；主要產品的市場佔

有率達到35%，UHT牛奶銷量全球第一，液體奶、霜淇淋、

優酪乳銷量居全國第一，乳製品出口量居全國第一。海學聯

考察團參觀了蒙牛國際牧場和液體奶生產車間，蒙牛集團現

代化的設備和科學化的管理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海學聯考察團的大部分成員為來自香港各大學的教授，因此

他們對內蒙古的高等教育發展特別關注。在歡迎晚宴上，自

治區教育廳秦政奇助理巡視員向海學聯考察團簡要介紹了自

治區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並安排考察團隨後參觀訪問了內

蒙古科技大學和內蒙古大學。

內蒙古科技大學李國雄副校長接待了海學聯一行。他首先向

海學聯考察團介紹了內蒙古科技大學的歷史和現狀。內蒙古

科技大學原為包頭鋼鐵學院，伴隨包鋼的建設而成立。該校

在專業設置方面，密切配合內蒙古工業體系的發展，符合地

方經濟發展的特點，建立了以冶金、材料、煤炭、稀土和能

源為主導的多學科體系。隨後李國雄副校長還陪同考察團一

行參觀了校史館，葛惟昆團長應邀欣然題詞，祝願內蒙古科

技大學明天更美好。

8月11日下午，海學聯考察團訪問了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大學

創建於1957年，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少數民族地區創立最早的

一所綜合性大學，1997年進入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院

校行列。學校學科門類較為齊全，蒙古學和生命科學兩個學

科群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在座談會上，主賓雙方進行簡短的自我介紹之後，按學科類

別進行了分組討論，就學科發展、學術交流等方面進行了務

實的、卓有成效的會談。 

海學聯考察團在考察沿途，還領略了內蒙古美麗的自然風光

和獨特的歷史文化。巍巍青山，滔滔黃河，茫茫草原，勾勒

出這片神奇土地的亮麗風景；盛載蒙族榮耀的成陵，象徵民

族團結的青塚，大召寺轉了數百年的佛經，講述著這片神奇

土地的歷史風情。響沙灣的笑聲、蒙古包的歌聲、哥根塔拉

草原的篝火和夜風，觸動了每一位考察團成員的心靈。

國家教育部和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的大力支持，使得此次考

察圓滿成功。一路走來，一路的歡歌笑語，一路的談笑風

生。海學聯考察團成員之間也促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

香港，基於一國兩制的第一個特別行政區，內蒙古，基於民

族區域自治的第一個自治區，都是祖國大家庭的密不可分的

重要組成。我們一起感受著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一起見證著

偉大祖國的富強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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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8日至20日，葛惟昆會長率領海學聯代表團訪問

北京，多位副會長和理事會成員，以及香港各界的海學聯代

表參加了此次訪問。代表團拜訪了港澳辦、教育部、歐美同

學會、中央統戰部、科技部以及建設銀行和證監會等部門。

海學聯代表團得到各部門的高度重視和熱情接待，各部門主

要領導分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舉行了座談。

18日下午，海學聯代表團首先拜訪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接見了代表團成員，並對代表

團的來訪表示歡迎。

葛惟昆會長等向陳佐洱副主任介紹了海學聯成立的背景以及

成立以來的主要活動。陳佐洱副主任對海學聯的成立和發展

感到欣喜，充分肯定了海學聯對香港社會的積極影響，希望

海學聯今後能夠發揮更大作用。陳佐洱副主任指出，居港大

陸海外學人是香港最了解祖國又了解香港的精英，是港人中

優秀的一份子，應該為建設香港，促進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

獻。陳佐洱副主任希望海學聯成員能夠更努力地融入香港社

會，促進內地、香港融合，利用自身優勢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發揮更大作用。

海學聯代表團於19日上午分別拜訪了教育部和歐美同學會。

教育部常務副部長袁貴仁代表教育部歡迎代表團的來訪並與

代表團成員舉行了座談。葛惟昆會長對教育部支持海學聯多

次考察活動表示感謝。袁貴仁副部長表示，教育部會對海學

聯的活動提供一切方便和大力支持，並歡迎香港教育界、高

教界代表訪問內地，以促進了解。

歐美同學會會長、海學聯榮譽會長韓啟德副委員長出國訪

問，未能接見代表團，但對代表團的訪問給予了良好的祝

願。歐美同學會陸宇澄常務副會長向代表團成員介紹了歐美

同學會的光榮歷史與現狀。歐美同學會在性質和會員構成等

方面與海學聯類似，但活動地區等有所不同，具有互補性，

今後應加強合作。海學聯代表團和陸宇澄副會長一起探討了

海學聯和歐美同學會建立長期密切合作關係的可能及前景。

19日下午，中央統戰部樓志豪副部長接見了海學聯代表團一

行。樓志豪副部長指出，海學聯是建設香港的重要力量，海

學聯成員應積極參與港人治港。樓志豪副部長還討論了香港

的民主發展問題，並提出了對海學聯的期望。

20日上午，海學聯代表團首先拜訪了國家科技部，與科技部

鄭國安副秘書長舉行了座談。鄭國安副秘書長認為，海歸在

科技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居港大陸海外學人可以通

過與內地合作研究積極參與國家科技發展計劃。鄭國安副秘

書長還向代表團成員介紹了國家科技發展目標和未來十五年

的重要任務。

訪京期間，海學聯部分成員還專程拜訪了海學聯顧問、中國

建設銀行行長郭樹清， 討論了建行對海學聯給予支持和雙方

合作事宜。另有代表團部分成員前往證監會，受到證監會尚

福林主席的接見。尚福林主席指出，香港市場是連接大陸市

場和海外市場的橋樑，香港市場的優勢是人才。他肯定了海

歸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積極作用，並表示證監會支持海學

聯的發展，也歡迎海學聯成員對大陸市場發展提出建議。尚

福林主席還回答了代表團成員就近期熱點問題的提問。

海學聯代表團此次訪問，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安排，吳煒處

長熱情接待、全程陪同。此次訪問順利實現了葛惟昆會長提

出的兩個目標：一是向各部門介紹海學聯的發展狀況，二是

聽取各部門對海學聯發展的建議。

作者：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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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海學聯訪京代表團

海學聯支持閻洪、陶志剛、梁美芬
三位會員參選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

優化高教質素，建構區域樞紐

各位高等教育界同工：

我們是一群來自不同院校的熱心高等教育同工，我們當中既

有負責院校行政工作的教授，也有主要是負責教學的基層助

理教授。作為高等教育界的一分子，希望我們的參選能夠促

請特區政府瞭解高等教育界同工的心聲，優化本港高等教育

的質素和工作。在這方面，我們呼籲特區政府和各院校要跟

進下列各議題：

1. 結集各方力量，創建和扶助私立大學，讓本地學生有更多

升讀大學的機會；

2. 正視現有副學士課程的危機，為副學士學生提供更多本地

及內地銜接課程；

3. 增加學術和應用研究的經費，開設更多具本地特色的研究

項目，以使本地高等教育界能更好地與國際和內地學術界作

出合作和競爭；

4. 關心高等教育界同工的士氣，取消為期過短的合約安排，

讓合約同工能安心地進行學術研究和發表著作；

5. 全面檢討和重整本港高等教育界和持續教育界的諮詢機構

和其職能，以使本港高等教育和持續教育能與時並進地制定

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與此同時，作為高等教育界的一分子，我們大都於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開始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服務，眼見香港大學教育由

八十年代的精英化到九十年代的普及化，及到今個世紀中邁

向大眾化。今天，香港高等教育界又正面臨一個新起點，要

使香港高等教育界有更好的發展，我們認為要促進香港成為

區內高等教育的樞紐。我們的參選為的是督促候選特首承諾

將香港建構成為區內的高等教育樞紐，其可行措施包括﹕

1. 檢討現有收10%非本地生的限制；

2. 撥地院校增建學生宿舍和教研場所；

3. 檢討有關的入境條例，容許非本地生兼職；

4. 協助本地院校到內地及海外辦學；

5. 將非本地學生的獎學金常規化。

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
同樣的歡樂給了我們同一首歌

選戰結束了，我們沒有取得選舉的勝利。這裡面固然有大勢

的因素，但恐怕我們自己根基不深，準備不足，功夫未到也

是失利的重要原因。在此，我們深表歉意，有負大家之托，

請允許我們真誠地對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是次選舉，似乎是突然之間就熱了起來。海學聯受高教界「

專業協會」之邀，決定派人參選。正逢學期之末，手中工作

也不敢有絲毫放緩，因此更談不上充分的準備，此敗因一

也。選戰開幕，我們甚至無法組織起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只

和海學聯的幾位負責人短短地開了一兩次會，再加上對選舉

中的諸多細節並不瞭解，便開始了摸著石頭過河，只好邊幹

邊學了，此敗因二也。我們幾乎所有的人，生平都沒參加過

選舉，過去的一兩次投票經歷，也似乎並未有過切身感受。

對於拉票過程中的一些技巧，都非常陌生，此敗因三也。雖

自覺個人盡了力，但回想起來，其實做了不少無用功，花了

不少無效時間。對此，我們只能在以後的活動中去總結，去

體味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是次活動中，深深地感到了大家熱

切的期望，以及有力的支持。一次次握手，一通通電話，一

封封電郵，一番番深談，無不成為我們的源源動力。我們也

從由被海學聯徵召出戰，漸漸從內心生出動力來。「我們學

海學聯積極參政議政
海學聯支持閻洪、陶志剛、梁美芬三位會員參選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

胡偉星代表海學聯就《反種族歧視》立法在香港立法會發言

劉瑾、耿春亞任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委員

耿春亞任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胡野碧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王紹光任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唐遠炎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行業學科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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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春亞  副會長胡偉星 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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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大陸票我包了！」「我會在每天的午餐聚會上開動‘普

通話廣播’，替你們宣傳。」「我會幫你們聯絡我的香港朋

友。」「早該有人站出來了，我一定幫你們。」我們是一群

喝長江黃河水長大的人，一群留洋求學滿腹經綸的人，一群

思維深刻理性的人。我們可能比任何人都渴望民主，我們肯

定更能體會到面對不公平的無力感，我們更知道多元文化，

理性批評對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我們不願意看到香港高等

教育的沉淪。因此，我們更應該積極參與這樣的活動。大家

的鼓勵、支持、關切、提醒，甚至埋怨，也都透著絲絲鄉

情，這更讓我們覺得溫馨無限。在這裡，讓我們永遠珍藏起

這份對大家刻骨銘心的感謝。

有人說「你們在寫歷史！」其實，是我們一起在寫歷史！、

「水千條，山萬座，我們曾走過」。我們這群遊學海外的

學子，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前後這段歷史，和香港一同走過

了回歸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今天又站出來經歷了這場選舉活

動。我們失敗了，但是，我們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我們也

學到了很多很多，我們大家都會在挫折中成熟起來，在思考

中堅強起來，在期望中團結起來。我們已經讓社會聽到了我

們的聲音，感覺到了我們的力量，看到了我們正在壯大的群

體。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也熱愛我們的香港，未來，還有

許多這樣那樣的活動，相信我們再不會缺席了。不論我們之

中誰會屆時挺身出來，相信我們都會凝聚起來，我們一定會

越來越接近成功，取得成功。

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我們深深的歉意和濃濃的感謝。

胡偉星代表海學聯
就《反種族歧視》立法在香港立法會發言

尊敬的主席，

首先，感謝立法會議案審查委員會的邀請。今天我在這裏的

發言，除了是以我個人的身份外，同時也代表「居港大陸海

外學人聯合會」來發言。

對於民政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本

會願意提供以下意見，供立法會在審議此案時參考。

首先，我們支持港府制定法律去禁止基於種族理由的歧視行

為，但是在制定《種族歧視條例》時，不應該特意排除對內

地來港定居的人士（新來港人士）權益的保障。 《種族歧視

條例草案》以採用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中

的「種族」定義一致為由，認為內地新來港人士並不獨自構

成一個種族群體， 不應當在《種族歧視條例》保護範圍內，

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

際公約》中，「種族」被界定為某人的種族、膚色、世系、

民族或人種。我們認為這種對種族的定義是最基本的，最低

限度的，只是為各地立法提供的參考標準。它是最低標準，

不是唯一標準，各地在立法時應根據具體情況，因地制宜。

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發達和種族多元的大都市，應該在保護人

權方面採取更積極進取的態度，其反種族歧視立法所訂的標

準應當高於國際公約所規定的最低標準。同時香港作為一個

移民城市，新移民的融入對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持續發

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既然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現象仍

然廣泛存在，就不應當以定義的技術理由對這種歧視現象視

而不見，置之不理。 

第二，政府認為新來港人士實質上並不獨自構成一個種族群

體，因為大多數香港居民和其父母都是在過去數十年先後來

港定居的，而現時部分內地新來港人士所遭受的歧視，只是

一小部分社會人士對他們的偏見，這跟種族歧視絲毫拉不上

關係，不該把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對此我們也不能苟同。

作為一個移民城市，香港居民源自五湖四海。我們同意並樂

見大部分內地新移民在港居住一段時間後，融入主流社群，

和土生土長的香港居民一樣在這裏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們

認為政府決不能低估內地新移民在融入香港社會時的種種困

難和艱辛。即使他們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種族群體，內地新移

民由於其特定的語言、文化和行為習慣，經常受到歧視，這

是不爭的社會事實。作為一個與香港主流社會不同的文化和

社會群體，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往往不亞於非華裔的少數族

群，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政府不能拘泥於對種族的狹

隘定義，把新來港人士摒除在免受種族歧視的保障範圍之

外。

第三， 內地新移民以香港為家，真切希望融入香港社會，但

是，在協助他們早日融入香港主流社會過程中，政府只是提

供支援、宣傳和公眾教育是不夠的，政府有責任以立法或者

使用其他法律方法使他們不被歧視。否則，對他們的社會歧

視不會得到有效制止。政府不願意另外單獨制定法例保護新

來港人士，基於兩個考量。其一，界定「新來港定居人士」

的法律定義，可能已相當具爭議性。 其二，香港已有《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確保政府及公共機構不會施行帶有歧視性

的措施，現有的《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在不同的有關範疇內禁止個人和私營

機構作出歧視行為，新來港人士同樣享有這些保障。但是，

我們認為，這些條例往往並不能解決內地新移民在融入香港

社會遇到的特殊問題，對他們的法律保護是不足夠的，政府

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真心希望，政府在制定《種族歧視條例》時，能夠聽取

各方面的意見，認真考量內地新移民在港被歧視的問題，確

實用法律方法使他們不受歧視。這樣，才能吸引更多內地的

優秀人才來港，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2007年3月2日 

劉瑾、耿春亞
任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委員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按照行政長官的指示撥款，為康樂、體

育、文娛、交誼及其他有關活動提供設施。本基金所撥款資

助的計劃，都是一些以培養個人身心發展為主及促使市民參

與本港社會事務的計劃。委員會委員負責審查撥款申請，以

及就所有與本基金有關的財政、程序或政策事宜提供建議。

海學聯劉瑾、耿春亞兩位副會長獲邀請出任委員，首任任期

從2007年1月9日至2009年1月8日。

耿春亞
任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是一個諮詢機構，由民政事務

局局長委任，就青年事務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就青年事務

與政府其他諮詢機構交換意見和資料，以確保在制訂與青年

有關的服務計劃時能顧及青年的利益；促進各個參與提供青

年服務的政府部門、志願機構、地區組織及私人團體之間的

合作；搜集有關青年事務的資料，並就有關青年事務的問題

進行研究；作為與其他國際青年組織聯絡的中心，並為本港

青年爭取接觸國際事物經驗的機會；增強青年公民意識，並

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及推廣青年領袖的培訓。

耿春亞副會長在北京和香港均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后創辦東

方蜘蛛網，從事IT行業，同時亦擔任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

閻洪 教授 陶志剛 教授 梁美芬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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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地 震 籌 款

這是一場戰爭
為2008年抗震救災的偉大鬥爭而作

葛惟昆教授
海學聯創會會長
2008年 5 月 15 日

這是一場戰爭
保衛我們的家園，
拯救我們的骨血。

這是一場慘烈的戰爭
天崩地陷、飛沙走石，
蜀道斷裂、音訊隔絕。

這是一場殊死的戰爭
士兵和將軍衝鋒，
總理在最前列。

這是一場奉獻的戰爭
危難見真情、鐵肩扛生死，
集腋可成裘、青春獻熱血。

這是一場恢宏的戰爭
偉大莊嚴、崇高神聖，
英勇頑強、壯懷激烈。 

這是一場全民的戰爭
中華民族集體的拼搏，
華夏子孫赤心的集結。

這是一場勝利的戰爭
眾志成城、中國必勝，
人心在我，我心決絕！

這是一場永恆的戰爭
普通人在書寫歷史，
中國人在震驚世界！

胡野碧 理事 王紹光 教授 唐遠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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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在港求學就業的內地青年融入社會有著深入的了

解，并組織了大量服務社群的工作。獲委任委員，體現了特

區政府對于內地在港青年生活、職業、健康全面發展的關

注。

胡野碧
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胡野碧先生于2007年底，獲香港特區政府邀請，加入香港特

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擔任非全職顧問。中央政策組成立于1989

年，主要職能為向特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决策

支持。中央政策組的工作包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施政報

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等等,並以多種形式鼓勵社會對公共政

策的討論和研究，包括舉辦公開論壇，廣邀各地專家和學者

討論社會關注的各項課題，並與本地公務員、專家、學者、

社會人士和有關範疇的前綫工作人員交流心得與經驗。

作為中國留學生海歸香港第一批的三人之一，胡野碧先生從

歐洲返港定居香港已經十七年。十七年間，胡先生見證了香

港的起起伏伏，對香港社會有了相對深入的了解。目前擔任

睿智金融集團主席。

王紹光
任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一九九八年成立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是從宏觀、

前瞻的角度探討香港長遠發展路向的機構。行政長官在二零

零五年十月宣讀的二零零五至零六年施政報告表示把策發會

看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重要的諮詢組織，並會把它的人數

大幅度增加，廣泛邀請不同背景的英才俊彥加入。

策發會提供一個平台讓社會各方面能夠與政府一起探討關係

到香港長遠發展的重大課題，在醞釀政策的早期吸納社會各

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供有關政策局參考，為以後制定具

體政策提供一個基礎。策發會的工作，將提高施政的科學

性、透明度、參與度和認受性。

策略發展委員會由行政長官主持，其成員包括四位官方委員

及67位非官方委員。四位官方委員為政務司司長、財政司

司長、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中央政

策組內設有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提供研究和會議支援服

務。

唐遠炎
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行業學科專家

尚有更多海學聯成員參與本港政治及社會服務，未能盡錄。

海學聯負責人向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致送捐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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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學聯捐款支教

各位會員與朋友，

五月二十八日，海學聯向中聯辦遞交了對汶川大地震的捐

款，共四十六萬元港幣。其中有部分捐款還未實際進入海學

聯的帳戶，海學聯因此代為支付了兩萬多元。

由於此次遞交捐款的時間安排關係，只有部分海學聯會員出

席這次交款活動，他們是閻洪，孫東，劉瑾，耿春亞，王英

辰，王永。中聯辦李剛主任，教科部的莫部長和殷處長代表

中聯辦接受我們的捐款。捐款的收據已經全部準備好，將儘

快交給大家。

是次活動暫時告一段落。這次活動得到了廣大會員的積極響

應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有道是「成功不必在我」。這次很多會員通過別的渠道捐出

了錢，並積極參加其它社團的抗震救災活動。同時通過海學

聯捐款的也有許多人並非我們的會員。可見人同此心，可見

眾志成城。

這次賑災活動中我們收到了許多不記名的款項，更可貴的是

他們對捐款的用途提出了非常具體並非常有意義的建議和方

案。我們下一步的活動會基本上按照這些方案去推行。

海學聯表示希望將捐款經過中聯辦交給四川省教育廳，然後

再與教育廳聯繫，爭取將捐款集中在一個學校上，海學聯將

與該校保持長期的聯繫和提供支持。李剛主任表示會完全尊

重我們的想法，會進一步磋商如何將捐款用於災區學校的重

建工作。他贊成並會幫助我們與一所災區學校直接掛鉤。他

還指出未來該所學校可以用海學聯的名義命名。當然，這一

切要等到目前當務之急的救災活動完成以後。

謝謝大家，讓我們繼續關懷災區！

海學聯代會長閻洪

200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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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學聯代會長閻洪（左）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右）交流

作 者 ：  宋 晶  錢 華

金鼠樂韻海學聯
   2008年春茗晚宴

春回大地日，香茗會友時。3月7日晚，「居港大陸海外學人

聯合會」於華潤大廈全聚德百樂門舉行2008春茗晚宴，大家

歡聚一堂，喜迎鼠年。 

當晚出席宴會的嘉賓有：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潘永華、副部長

莫錦強和處長殷長春，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副司長謝偉民，

高校聯永遠名譽會長倫志炎，高校聯常務副會長李碧蔥，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文匯報》副總編輯劉曼軍，

鳳凰衛視中文台副台長程鶴麟、劉慶東。來自高教、金融、

法律、文化等各界的會員以及朋友近二百餘人出席了晚宴。

在海學聯理事鳳凰衛視評論員李煒和香港電台著名播音員陳

箋的主持下，晚宴在輕鬆、歡樂的氣氛中進行。留日歸來的

陳麗萍和陳靜兩位女士的獻唱，一個開篇，一個壓軸，歌聲

高昂激越，氣勢澎湃，引來一片叫好聲。香港大學岳中琦教

授的快速太極拳打得行雲流水，又別具動感，令人大開眼

界。接下來的成語接龍遊戲增強了現場的參與感。此外，臨

時加入的浸會大學的即興舞蹈表演也顯示了海學聯的人才濟

濟，能人輩出。

受到歡迎和期待的活動，當然不能漏掉抽獎了。此次活動得

到很多機構和個人的慷慨支持，因而抽獎獎品十分豐盛，如

免費一年訂閱《亞洲週刊》和《文匯報》等。抽獎活動和隨

後進行的跳舞聯誼，將整個晚會的氣氛推向高潮。在歌聲、

笑聲、音樂聲中，春茗晚宴圓滿結束。

此次晚宴是海學聯舉行的第二次春茗晚宴。自2007年3月31

日海學聯正式成立以來，海學聯在各界人士支持和努力下，

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生活，貢獻於香港的高等教育、文化、

經濟事業，成效卓著。

據海學聯代理會長閻洪介紹，回顧過去一年，許多來自香港

各高校的海學聯會員，在各自的科研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

獻，為海歸們贏得了更多的榮譽。香港大學汪子丹教授和香

港科技大學湯子康教授，榮獲2007-2008年度香港裘槎基金

「優秀科研者獎」。不僅科研成就傑出，在教學管理方面，

海學聯很多會員亦在大學承擔重要的職務，成績驕人。

此外，去年7月，海學聯代表團拜訪了港澳辦、教育部、歐

美同學會、中央統戰部、科技部以及建設銀行和證監會等部

門。代表團得到各部門的高度重視和熱情接待，各部門主要

領導分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舉行了座談。暑期，海學聯一

行還訪問了內蒙古，親身感受到了邊疆的經濟騰飛，國家的

持續發展。海學聯下屬的各個組織和俱樂部，也組織了各式

各樣的學術交流、聯誼等活動。 

2008年，海學聯將秉持為廣大居港大陸海外學人服務的理

念，繼續搭建平台，推動內地與香港在文化和經濟等領域的

溝通與交流。

2008，金色鼠年，海學聯的豐采更加絢爛奪目。

亞洲週刊編輯邱立本與會員合影

海學聯創會會長葛惟昆、代理會長閻洪與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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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和我們」歡送晚會

中聯辦教科部王國力巡視員即將退休回北京。 17年了, 老王與我們一起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光，情如兄弟朋友。為此海學聯於2007

年10月13日晚在南洋酒店舉辦歡送老王晚會, 讓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在一起, 共度難忘時光。

海學聯攝影競賽
優秀作品展示

Awakening（朝霞）  Prof. WANG Jiannong（王建農）

Golden Plate（一往情深）  Dr. Jia Beisi（賈倍思）

Happy Journey（一路歌聲一路笑）    Dr. Jia Beisi（賈倍思）

Dawn（晨曦 ）  Prof. WANG Jiannong（王建農）

Colorful Feet（路在腳下）   Dr. Jia Beisi（賈倍思）

Tempting（摘一個 ）  Prof. WANG Jiannong（王建農）

Sundown（夜泊）  LU Xu  (陸旭)

The Commander（任重道遠） Dr. Jia Beisi（賈倍思） Mongolian POSEIDON    HUA Qin（華沁）

One Family (瞧這一家子)  REN Yue（任越） Posing（一, 二, 三, 好!）  Prof. WANG Jiannong (王建農)

Sunrise（草原日出）  QIAN Hua（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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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在青海孟達天池

老王在安徽黃山我們與老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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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友好合作機構
積極開展各項活動

高潮俱樂部：留在嘉道理農場的歡笑

劉永好與郭廣昌先生
以猜拳方式決定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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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ing, Leading discussions in Hong Kong, China!

從2004年起，海外留學、在港工作的一批原藉大陸的朋友，不定期在週末以沙龍的形

式聚會，交友敦誼，探討一些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參加者都是一些來自財經界、學

界、實業界等各行各行的專業人士。每次沙龍或請來一位具號召力的演講人，或幾位發

言人組成一個討論小組，引領大家的自由討論。演講嘉賓來自方方面面，除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之外，王忠明、王紹光、王兟、何亮亮、林毅夫、祁斌、邱震海、胡祖六、

胡偉星、馬俊、馬蔚華、張國良、強世功、梁振英、梁愛詩、郭廣昌、陳多、浦永灝、

單偉建、傅育甯、劉永好、劉長樂、羅康瑞等等。協和沙龍2007、2008年還舉辦了系

列中國專題活動，內容涉及中國諸多方面：中國崛起、中國政治、中國民營企業、中國

國有企業、中國經濟、中國股市 、中國的銀行業、中國的房地產業等等。

協和沙龍召集人包括：

劉   瑾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ellen.j.liu@hk.pwc.com
周   榕   金融時報   rong.zhou@ft.com 
胡野碧   睿智金融集團   huyebi@vfg.hk 
溫智敏   三山公司   zhimin.wen@sanshan.com
何   菁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jing.he@BakerNet.com
朱文紅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rose.zhu@allenovery.com
孫   剛 摩根士丹利添惠亞洲有限公司 george.g.sun@morganstanley.com
曹   旭  The Laurus Group  dawn@thelaurusgroup.com
耿春亞  東方蜘蛛有限公司  geng@eastspider.com
王   斌  摩根士丹利添惠亞洲有限公司 bin.wang@morganstanley.com
舒   暢  香港金融管理局   chang_shu@hkma.gov.hk
魏   傑  瑞士銀行   jie.wei@ubs.com 

2006年5月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
董建華先生蒞臨「協和沙龍」

2006年5月2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蒞臨「協和沙龍」。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女士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

科技部副部長王國力先生也出席了沙龍活動。

22007年4月18日，協和沙龍中國專題系列迎來了「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和私營企

業」的演講嘉賓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先生和複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先生。作為中

國民營企業家中的佼佼者和民營企業發展的見證者，他們的獨到見解令到所有與會者

對於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有了新一番認識。在一片輕鬆的氣氛中，兩位講者

用極為公平的「猜拳」方式決定發言次序。郭廣昌董事長獲得了優先發言權。

協和沙龍「鳳凰因您而美麗」 - 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先生在回顧了鳳凰衛視過去十年

發展,還就「海歸」如何在香港定位以及積極溶入香港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發表了自己

的觀點。

協和沙龍中國專題系列「中國房地產業」 -- 投資上海新天地為羅康瑞先生的財富累積

帶來了連鎖效應，新天地的火爆，帶動了周邊建築價格的上升，令該區域地價成為上

海之最。羅先生透露，目前新天地周邊的辦 公樓已被多家國際跨國公司租用，作為

其在中國總部的辦公地點，更是有公司的租用輪候至2010年。而比鄰的翠湖天地目

前已賣到十萬一平米。另外，羅先生表示目前無意售賣其旗下的辦公樓或商業建築，

僅出售住宅。「我相信，如果今天你賣了辦公樓，將來有一天你會很後悔。」

香港過去25年的發展歷程，是與國家互動的一個過程。談香港過去25年的歷程，離

不開內地的改革開放，幾乎在今天能看得見，摸得到，看得著的東西，其實都跟過去

內地的改革開放有很大關係。香港就在國家的大門口，香港25年的歷程離不開內地

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確實給香港各個方面帶來很大牽動。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

英先生與協和沙龍參與者分享「香港和大陸四分一世紀的政經互動」。

高潮俱樂部

從青海、西藏到黃山，天涯海角，我們把歡聲笑語留在了那裡，將友誼永存心底。

留在嘉道理農場的歡笑

2006年10月22日高潮俱樂部連同海學聯共同舉辦自然生態之旅，鳥語花香，20多人

一行，整個行程歷時5小時，歡聲笑語，興奮無比，充分享受大自然的和諧寧謐。

行海濱古道 享村野風光

2007年1月28日上午10點，37名海學聯同仁匯集在大埔圍火車站，浩浩蕩蕩向著位

于香港東北角的烏蛟騰進發，最終順利到達山下，荔枝窩自然之旅畫上了一個圓滿的

句號。

中國私營企業經濟發展與民營企業

「鳳凰因您而美麗」
——劉長樂先生簽名送書

「我相信，如果今天你賣了辦公樓，將來有一天
你會很後悔」——羅康瑞先生光臨協和沙龍

梁振英先生談香港25年發展歷程

梁愛詩女士來到海歸朋友中間

百年民族企業招商局
——傅育寧總裁光臨協和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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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東方論壇
在香港回歸10週年的喜慶日子，在「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合辦

支持下，「東方論壇2007暨第三屆中國畢業生發展年會」於2007年8月

在香港成功舉行，且規模得到進一步拓展。與會代表來自中國13個城

市，最具影響力的24所高校，兩地權威的就業指導專家，全球專業的職

業資訊公司以及發展強勁的私營企業。同時，年會以及 《在港內地專才

發展年報》新聞發布會成功舉辦，與各界分享年會成果，獲得了全港及

國內30 餘間媒體的廣泛報導。

2008年僱主調查年報
2008年聯合會配合專才入境政策，在「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

合辦支持下，調研總結了首份研究本港僱主對新《施政報告》人才政策

的調整，及對在港內地人才認知和需求的調查報告——《2007-2008年

在港內地專才僱主調查報告》。報告通過定量問卷調查和定性深度訪談

結合的方式，向本港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

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業）中在人事管理層面上有決策權的人士發放問

卷，又對其中近30家公司的管理層或人力資源負責人進行了面對面的訪

談。《報告》中對香港政府逐步開放內地專才在港就業政策，為專才發

展提供了空間表示贊賞，同時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加快行政流程，盡早

實施，減小內地人才在港就業阻礙，為香港未來發展吸引和儲備更多更

優秀的內地人才。而在企業方面，應當增強對人才市場和相關政策的關

注，對內地以及海外專才持開放態度，適時提供實習或兼職機會，讓人

才和企業獲得雙贏的發展。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內地生畢業晚宴
2008年4月19日，在「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合辦支持下，香港

中文大學內地生畢業晚宴於馬可波羅香港酒店隆重舉行，近百名內地生

及嘉賓共同分享了一個歡樂的畢業之夜。海學聯代理會長閻洪教授作為

「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名譽顧問出席晚宴，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內地

畢業生送上最誠摯的祝福，同時也暢談成功經驗，寄語內地學子。

2007年東方論壇

2008年雇主調查年報新聞發布會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內地畢業晚宴嘉賓

www.HKAM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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