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要聞

國務院李克強指中國經濟

▓ 國務院李克
強總理在夏季
達佛斯論壇上
發表講話 。

穩中有憂 穩中有變
世

界經濟論壇第12屆新領軍者年會（簡稱：

運行難度加大 。現時，中國經濟穩中有憂，穩

夏季達佛斯論壇）日前於天津舉行，今

中有變，發展方面保持向好的態勢，新動能也

屆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打造創新型社會」為

持續成長 。

主題，來自全球近9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
名政 、商 、學和媒體代表參加，期間舉行逾百

他表示，中國今後堅持基本政策取向不變，注

場會議 。

重區間微調和預調 。面對不同的風險和挑戰，
中國的宏觀政策足以應對，並且具備抵禦困難

論壇上，國務院李克強總理發表演講，提到今

及挑戰的能力 。穩健的貨幣政策會堅持下去，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6.8％，連續12個季度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開通貨幣疏導機制，解

穩定運行在6.7%至6.9%的中高速區間 。在中

決實體經濟融資難 、融資貴問題 。他強調，中

美貿易戰升級之際，他認為單邊主義不可能解

國絕不會貶值人民幣以刺激出口，未來會堅持

決問題，要維護多邊 、自由貿易的基本規則 。

市場化的道路，人民幣完全有能力在合理均衡

國際經貿環境時常發生變化，令中國經濟平穩

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

資料來源：綜合報導

香港再度獲評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海

外智庫組織菲沙研究所日前公佈《 世界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歡迎菲沙研究所的評級，

經濟自由度2018年度報告 》
（下稱：
《報

未來將會繼續建設穩健的體制，維護優良的法

告》
）
，香港在全球162個國家及地區中，以8.97

治傳統和維持一個高效的政府，以營造公平的

分榮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而新加坡和紐西

營商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環境 。

蘭則位居第二和第三位 。
不過，發言人強調司法獨立是香港經濟自由的
《 報告 》根據五個項目作為評核，香港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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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亦受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保障，

貿易自由」及「監管」均排列首位，
「政府規模」

因此特區政府對本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充滿信

排第4位 、
「司法系統及產權保護」排第11位，

心，並會努力透過各種途徑增加國際社會對香

而「健全貨幣」則排第19位 。

港這方面的正確認識 。■


此外，
《 報告 》對香港的法治情況表示擔憂，揚
言情況持續惡化的話或會動搖香港的優越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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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綜合報導

香港金融科技周活動橫跨港深兩地

聚焦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香

港投資推廣署公佈第三屆香港金融科技

香港金融科技周於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香港

周的詳情，今年活動將橫跨香港和深圳，

舉行，並於11月2日移師深圳，逾8,000名監

成為全球首個跨境金融科技盛會，聚焦最熱門

管機構 、投資者 、學者 、來自全球頂尖金融科

的行業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龐大潛力 。投資

技公司的創辦人及來賓一同參與盛事 。■

推廣署傅仲森署長表示，香港的金融科技發展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公報

盛放空前，正好反映香港的活力，以及作為中
▓（左起）Finnovasia安東
薩拉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
保險業監管局陳慎雄副總監
（政策及發展）
、香港金融管
理局周文正金融科技總監 、
投資推廣署傅仲森署長 、證
監會中介機構部發牌科總監
及金融科技組主管趙嘉麗和
投資推廣署夏多希金融科技
主管出席第三屆香港金融科
技周記者會 。

國蓬勃發展的金融科技市場門戶的戰略優勢 。
金融科技周議程的重點將涵蓋虛擬銀行業務 、
透過分佈式分類帳技術進行貿易融資及開放應
用程式介面 。中國及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科技
發展，尤其在人工智能及區塊鏈方面，將會成
為活動的熱門話題，而監管科技 、監督科技及
網絡安全亦是重要議題，活動也會探討保險科
技 、財富科技及數碼支付等主題 。

國家科學技術部與香港特區政府

簽署創科合作安排及研發資助協議
國

家科學技術部與香港特區政府日前簽署

排 》和《 協議 》
，標誌著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踏

《 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

上新台階 。此外，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授牌也有

排》
（下稱：
《 安排 》
）及《 科學技術部與香港

重要的意義，為香港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與內地

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關於開展聯合資

不同的科研單位加強合作，提供了重要的肯定

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
（下稱：
《 協議 》
）
，並由國

和支持 。

家科學技術部王志剛部長和香港特區政府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共同見證 。

《 安排 》和其附件《 內地與香港創新科技合作聯
合行動計劃 》將作為未來數年內地與香港共同

簽署儀式後，王志剛部長進行授牌儀式，位於

推動各項創新科技合作的行動指南和綱領，主

香港的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正式正

要在六個範疇中推動兩地加強合作，包括科研 、

名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可更具彈性地與內地不

平台與基地建設 、人才培養 、成果轉移轉化及

同科研單位合作 。

培育創科產業 、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營造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致辭時表示，衷心感謝國家



創科氛圍 。■
科技部支持香港發展創科，雙方所簽署的《 安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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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業創新大會首度舉行

聚焦行業智能化發展
國

▓ 國家新聞出版署首度舉行中國印
刷業創新大會，並於會上正式發佈
《 中國印刷業智能化發展報告 》
。

家新聞出版署主辦的2018中國印刷業創

刷發行司劉曉凱司長表示，中國印刷業發展態

新大會以「聚焦智能化」為主題，探尋印

勢穩中趨強，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發展方式加

刷行業智能化升級發展新路徑，引領中國印刷

速變革，創新驅動持續發力 。印刷行業要完成

業高質量發展 。會上，主辦方發佈首份《 中國

舉旗幟 、聚民心 、育新人 、興文化 、展形象的

印刷業智能化發展報告 》
，顯示改革開放40年

使命任務，讓中國印刷更具傳播力 、影響力 、

以來，中國印刷業的生產能力 、覆蓋範圍 、市

感召力 。

場運行和產業規模已居世界前列 。
中國印刷業創新大會今年首次舉辦，致力於搭
《 印刷業「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 》中提出了「綠

建起服務行業創新發展的政策性 、前瞻性 、引

色化 、數字化 、智能化 、融合化」的發展方向，

領性 、公益性協同創新平台，成為中國印刷業

而智能化將在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行業高質高

頂層設計 、統籌布局 、系統研究 、指引發展的

效發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國家新聞出版署印

重要行業活動 。■

資料來源：新華網

阿里巴巴主席力推「新製造」

揚言傳統製造業將會非常痛苦
阿

里巴巴董事局馬雲主席在「2018杭州‧

來的10年到15年，傳統製造業企業將會非常痛

雲棲大會」上作壓軸演講，表示傳統製造

苦 。在技術變革的大趨勢下，依靠傳統的資源

業企業將會在未來15年非常痛苦 。他認為，貿

消耗性企業所面對的挑戰將會越來越多，因為

易戰是為「舊製造」而打的，
「新製造」則是從根

企業根本不知道誰是客戶，以及客戶的需要 。

本上顛覆價值創造的模式 。以往的製造業是由

因此，實體製造業不會消失，但落後的製造業

製造者主導，未來將會是由消費者主導，讓具

就會慢慢絕跡 。

備創新技術的中小企業受惠 。
「新製造」是指按需定製和個性化，而企業在掌
香港印刷第
█

工業時代的生產線是以流水作業式運作，數據

握數據時也了解客戶是誰 。馬雲認為「新製造」

時代亦然，但流水線上的卻是數據 。以往，五

將會重新定義製造業 、客戶市場和供應鏈，所

分鐘就可生產2,000件衣服，未來五分鐘就可

以成功的製造業需要善用互聯網 、物聯網 、雲

以產生2,000件不同的衣服 。馬雲相信，在未

計算 、大數據等，才能在未來站得住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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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阿里足跡

未來20年AI及相關技術

將為中國增加9,000萬個新工作崗位
會

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發表《 人工智能

代 。但是，人工智能及其相關技術對中國GDP

和相關技術將對中國就業市場產生什麼

的提升幅度估計更大，足以抵消上述影響 。相

淨影響？》的報告，指出在未來的20年，內地

對於英國，中國或會新增高達38%的就業崗位 。

現有的工作崗位約有26%將被人工智能（包括
機器人 、無人機和自動駕駛汽車等相關技術）

未來，中國工業將從低價值 、勞動密集型的生

所取代，但自動化將增加就業38%，估計創新

產，轉變為更高價值的角色，例如生產人工智能

技術會為中國就業帶來12%淨增長，相當於額

化設備用於出口和滿足日益增長的國內需求 。分

外增加9,000萬個就業崗位 。然而，報告預計

析結果顯示，人工智能對內地就業的長期淨影響

這些技術將對勞動市場帶來巨大的破壞 。

是積極的，不過這或會對現有的就業市場產生影
響 。對此，中國政府或需要對工人進行再培訓

研究顯示，中國製造業和農業進一步自動化的

或提供其他援助，以免失業率大幅急升 。■

空間更大，預計會出現更高水平的工作崗位替



資料來源：綜合報導

中國印刷業發展快速向上

綠色環保發展成行業共識
前

瞻產業研究院發佈的《 印刷業市場前瞻

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企業生產成本增加的影

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的統計數據

響，以及數字化和網絡化進程加快的衝擊 。為

顯示，2012年至2016年間全球印刷市場收益

此，全行業需要尋求轉型突圍新路徑，而創新

呈現不斷增長態勢，年均複合增長率為2.01%，

升級 、集中整合將成為未來幾年印刷業的主要

全球市場規模由2012年的408.86億美元(下同)

發展趨勢 。

增長至2016年的442.68億元，報告預料2018
年全球印刷市場規模有望突破457億元，同比

除了數字化和智能化外，綠色環保發展也成為

增速約為1.7。

印刷行業發展的一個關鍵詞，甚至成為行業共
識 。實施綠色環保印刷無疑是印刷業主動適應

2018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

行業轉型升級，謀求更大的發展戰略 。目前不

年，中國印刷行業保持穩定增長 。截至2018年

少企業開始著手改變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實施

上半年，印刷行業企業共計5,624家，其中虧

綠色節能環保發展，讓環保印刷技術逐漸成為

損企業達1,037家，虧損總額為21.8億元。目前，

主導方向 。■

中國印刷行業正面臨一系列的不利因素，包括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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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發佈大氣治理三年計劃

要求再退出1,000家以上污染企業
北

京市人民政府早前印發《 北京市打贏藍

定了「四個明顯目標」
，即是要明顯降低PM2.5

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 》
（下稱：
《 計劃 》
）

濃度，明顯減少重污染天數，明顯改善環境空

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環境空氣質量

氣質量，明顯增強市民的藍天幸福感 。

改善目標在「十三五」規劃目標基礎上進一步提
高，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比2015年減排

《 計劃 》之中，揚塵污染治理也是一大攻堅行

30%以上；重污染天數比率比2015年下降25%

動 。各區要負責本行政區域揚塵污染控制工作，

以上 。同時，按照「同步改善 、功能區趨同」的

實現揚塵污染管控「全覆蓋」
。為了有效改善污

原則，確定了各區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

染問題，
《 計劃 》堅持標本兼治，治本為主，

等目標 。

著重從源頭上進行結構性深度優化提升 。其中
一個目標是在2020年底前，北京再退出1,000

《 計劃 》以細顆粒物PM2.5治理為重點，以精治
為手段 、共治為基礎 、法治為保障，北京市鎖

家以上一般製造業和污染企業 。■


資料來源：北京市人民政府

福建省工業數字經濟

呈現快速發展態勢
福

建省於今年先後推出多項政策措施，並

福建省的製造業與互聯網加速融合，智能製造

與工業和信息化部簽署了《 共同推進數

試點示範全面推進，抓好智能裝備首台（套）

香港印刷第
█

字經濟發展戰略合作協議 》
，加快數字產業化和

認定福建省入選國家智能製造專項 、試點示範

產業數字化，令該省工業數字經濟呈現快速發

項目數量 、獲得補助資金均居全國前列 。在

展良好態勢 。

2017年，該省智能化發展指數居全國第10位 。

據統計，福建省的信息化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

福建省在工業互聯網方面發展快速，早前所推

列 。2017年，福建省信息化發展指數達72.25，

出的《 福建省加快企業上雲上平台行動計劃 》
，

居全國第六位，其中信息服務應用指數居全國

致力建成福州國家級互聯網骨幹直聯點，到

第一位；兩化融合發展指數86.7，居全國第七

2020年培育不少於10個工業互聯網行業示範

位，裝備數控化率55.6%。今年上半年，通過

平台和100家以上應用標杆企業，實施不少於

國家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評定企業數量達551

1,000個「互聯網＋先進製造業」重點項目，推

家，穩居全國首位 。

動上萬家中小企業業務系統向雲端遷移，積極
發展工業數字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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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福建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山東省發佈全國首個

製造業高端品牌企業培育標準
山

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9月初的全省質量

製造業高端品牌企業培育地方標準根據五個方

月活動啟動儀式上，正式發佈中國第一

面對製造業高端品牌的培育作出規範，包括「品

個製造業高端品牌企業培育地方標準，並公佈

牌戰略」
、
「品牌價值」
、
「品牌推廣」
、
「品牌創新」
、

了百家企業實施高端品牌培育，以及2018年度

「品牌保護」
，也對製造業高端品牌的評價條件 、

山東省製造業高端品牌培育企業品牌價值50強，

評價指標 、評價方法 、評價結果表示作了系統

為高端品牌培育樹立標杆 。

規定 。

此標準提供了製造業高端品牌企業培育的主要

山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張寧波局長表示，推動

內容，例如為製造業企業建立和實施高端品牌

山東省製造業向高端製造轉變，對促進經濟由

培育體系 、持續改進和提升高端品牌培育能力

規模數量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起著十分關鍵的

提供指南和支撐 。該標準提出了高端品牌的定

作用，而此標準更讓製造業高端品牌企業的培

性標準，分別是：產業質量卓越 、創新能力突

育變得有據可依 。■

出 、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顯著 、誠信度高 、品



資料來源：大眾日報

牌忠實度高和品牌溢價能力強 。

豬八戒網與浙江蒼南縣政府合作

斥資50億打造八戒印藝全球總部
中

國一站式知識工作者共享平台豬八戒網

產業發展特點，充分整合雙方優勢資源，圍繞

與浙江蒼南縣政府舉行「八戒印藝全球總

蒼南區域印刷重點產業，開展全方位 、深層次 、

部」項目落地簽約儀式，雙方將聯合打造八戒印

實質性的戰略合作 。雙方計劃通過五年合作規

藝全球總部，通過一個總部 、三個中心 、一個

劃，共同投資50億元人民幣，共同打造八戒印

示範區的「五位一體」體系，全面推動蒼南傳統

藝全球總部基地，全面推動蒼南從印刷傳統集

印刷產業轉型升級，助力打造城市文創經濟新

散地邁向全球智能印藝文化示範基地 。

模式和政務服務改革提升，全面推動蒼南經濟
高質量發展 。

今次的合作重點打造「五位一體」運營體系，包
括建造一個八戒印藝全球總部，打造創意設計

今年5月，蒼南縣政府和豬八戒網已簽訂戰略

中心 、運營管理中心和共享服務中心，以及共

協議，透過豬八戒網所具備的中國領先的科技

建一個智慧印藝示範區 。此體系將有利於蒼南

創新服務交易平台 、人才共享大數據平台 、超

縣吸引高技術人才 、打造印藝小鎮和促進當地

級孵化器 、產業升級助推器等，結合蒼南區域

經濟增長 。■

資料來源：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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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歐洲林業合作

深入推進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適

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歐建立

中歐林業部門在森林執法 、治理和貿易領域合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5周年和中國歐盟領

作密切 。早在2009年，在時任國務院溫家寶

導人會晤機制建立20周年，中國國務院李克強

總理訪問歐盟期間，原國家林業局與歐盟簽署

總理 、歐洲理事會Donald Tusk主席和歐盟委員

了《 中歐森林執法和行政管理雙邊協調機制 》

會Jean-Claude Juncker主席喜見中歐在不同的領

(BCM)協議書 。截至2018年3月，中歐雙方已

域皆取得豐碩成果，發展勢頭良好 。

輪流召開了九次會議，還實施了一系列合作研
究項目，在林業可持續發展 、森林資源管理與

中國和歐盟都是全球重要的林產品貿易經濟體，

保護 、林產品貿易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開展了各

雙方林業合作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 。林業

項活動，未來將創新合作機制和形式，進一步

是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和《 中歐合作

推動中歐林業合作向縱深發展 。■

2020戰略規劃 》的重要內容，也納入了2013年



資料來源：中國紙業網

10月和2014年4月中國政府先後發佈的《 中國
對歐盟政策文件 》
。

中國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顯成效

森林資源總量逐步增加
國

家統計局發佈《 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

近年，中國的森林資源呈現出總量增加 、質量

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
，顯示環境保護事業

提升 、結構優化的變化趨勢 。根據第八次全國

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初顯 。自改革開放

森林資源清查結果，全國森林面積2.08億公頃，

以來，中國逐步加快造林綠化步伐，全面加強

森林覆蓋率21.63%，森林蓄積151.37億立方

生態保護和建設，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框架基

米，整個林業生態建設正穩步發展 。

本形成 。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推行多項措施以加強保護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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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2013年推出《 全國生態保護與建設

生態 。2016年全國自然保護區達2,750個，比

規劃綱要(2013-2020年)》
，提出全國生態環境

2000年增加1,523個；自然保護區面積14,733

到2020年得到改善，增強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

萬公頃，比2000年增長50%。此外，中國土地

生態服務功能，生態系統穩定性加強，構築「兩

荒漠化和沙化的程度已逐步減輕，防沙治沙的

屏三帶一區多點」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 。自實施

工作取得明顯的成效 。■

有關措拖後，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得以大幅改善，



自然保護區數量增加，森林覆蓋率逐步提高，
沙化和荒漠化治理也取得初步成效 。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資料來源：中國林業網

香港資歷架構國際會議2018

各國攜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為

慶祝香港資歷架構成立十周年，香港教

香港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以「香港資歷架構：回顧

育局以「資歷架構十年展望：質素 、進

與展望」為主題發表演講，表示該局在過去10

階與認可」為主題，主辦香港資歷架構國際會議

年建立了穩固而具質素的資歷系統，支援進階

2018，邀得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擔

和促進資歷認可 。越來越多機構 、院校和僱主

任主禮嘉賓 。

認識到香港資歷架構的重要性，並在招聘 、培
訓 、晉升和收生時採用資歷架構 。未來，教育

今次的會議獲得歐洲聯盟委員會 、蘇格蘭資歷

局將會專注於更廣泛地應用香港資歷架構，以

架構當局 、愛爾蘭質素及資歷評審當局，以及

加強不同行業資歷的認受性，並向學習者提供

新西蘭資歷局支持，探討發展資歷架構的國際

各種經質素保證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

趨勢和所遇到的問題 、促進設有完善資歷架構



資料來源：香港資歷架構

制度的地區之間的對話，以及檢視資歷架構在
不停轉變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制中的角色 。

第12屆國際促進科技教育研討會

探討智慧城市專才發展
職

業訓練局(VTC)機構成員香港專業教育學

VTC鍾志平主席致辭時提到，為配合政府把香

院(IVE)工程學科聯同其他海外機構，早

港發展成為世界級智慧城市的願景，VTC加強推

前於香港科學園舉行一連四日的第12屆國際促

廣STEM（科學 、科技 、工程及數學）教育，並

進科技教育研討會(ISATE)，以「培育智慧城市

積極推動跨學科發展，於教學上應用創新科技，

專才：科技教育未來發展路向」為主題，匯聚內

例如把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等新技術應

地 、日本 、新加坡 、芬蘭等地高等教育界學者

用於教學上，成功為教與學開闢嶄新領域 。■

和業界翹楚，探討各地如何培育專才，推動智



資料來源：職業訓練局

慧城市的發展 。
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查毅超主席表示，根據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香港科學園以智慧出行 、
智慧環境 、智慧生活及智慧市民四大主題，致
力協助園內企業，測試及驗證其智慧城市的應
用方案，全力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

▓（後排）香港科技
園公司董事局查毅超
主席（左三）
、VTC鍾
志平主席（右三）
、尤
曾家麗執行幹事（右
一）及廖世樂副執行
幹事（左一）與一眾
嘉賓出席研討會開幕
儀式 。
「UPM 雅光」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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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刷高等教育聯盟成立

建立產學研用新合作平台
中

國印刷業正朝著「綠色化 、數字化 、智

業政策為指導，以服務行業創新發展為導向，

能化 、融合化」轉型升級，為推進行業

落實新發展理念，探索高校服務社會新模式，

進一步發展，北京印刷學院 、上海出版印刷高

拓展校企校際合作新空間，建立產 、學 、研 、

等專科學校 、武漢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西安

用的合作平台，探索印刷行業人才的培養模式，

理工大學 、天津科技大學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持續產生能解決行業重點和難點問題的創新成

等七家院校發起中國印刷高等教育聯盟，並於

果，推動印刷行業創新能力持續提升 。

日前召開成立大會，會議由北京印刷學院蒲嘉
陵副校長主持 。

北京印刷學院羅學科校長當選為聯盟理事長，他
表示聯盟能夠在未來充分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

會議上審議了《 中國印刷高等教育聯盟章程 》
，

緊緊圍繞中國印刷行業發展的特點 、重點 、難

並表決通過了聯盟理事 、選舉了聯盟理事長和

點問題開展工作，在印刷專業學科建設 、印刷

副理事長 。此聯盟是在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導下

專業學生跨校交流，以及與國際知名大學建立印

成立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旨在以國家印刷產

刷專業領域合作交流平台等方面開展合作 。■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呼籲

加強智慧城市網絡安全認知
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下稱：生產力局）林

人工智能 、機器學習及其他先進科技固然有助

宣武主席在「資訊保安高峰會2018」開幕

及早偵察和預測網絡威脅，但在持份者之間建

禮上，表示智慧城市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如火如

立具公信力的威脅情報共享網絡，能夠大大改

荼，呼籲智能系統及設備用戶提升網絡安全認

善社會各界對網絡安全狀況的認知，更精明地

知，並要積極分享保安情報，以應付網絡保安

回應網絡威脅 。

新威脅 。
「資訊保安高峰會2018」由生產力局與本地10個
香港印刷第
█

近年，香港政府和各大企業大力推動智慧科技

資訊保安專業組織合辦，以「智慧網絡保安從

項目，網絡安全必須從設計階段做起 。因此，

設計做起：人身防火牆及系統智能」為主題，內

用戶要學習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網絡攻擊，例如

容包括兩天的研討會及多場工作坊，介紹雲端

建立「人身防火牆」
，對新的網絡威脅保持警惕，

及流動環境的數據保安 、大數據分析及物聯網

成為網絡安全最有效的最後防線 。另外，使用

數據安全的最新技巧及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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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郵政發行特別郵票

紀念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
為

紀念廣深港高速鐵路於今年9月正式通

這套郵票由黃玲女士設計，並以平版印刷技術

車，香港郵政宣佈推出一套以「廣深港高

印製，以高鐵列車的奪目顏色和流線設計貫串

速鐵路香港段」為題的特別郵票及相關集郵品 。

四枚郵票，並由左至右分別展示廣州（二元）
、
深圳（三元七角）和香港（四元九角及五元）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把香港納入不斷擴大的

的特色 。郵票上的列車有代表三地的文化和地

國家高鐵網絡，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

標的圖案，列車中段更化成兩隻牽著的手，象

紐的地位，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人民往來和經濟

徵香港與內地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交流，將隨

聯繫，以及推動兩地各行業的協作和共同發展 。

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更為密切，攜手開

這項建設更顯示香港與世界其他先進交通體系同

拓新機遇 。■

資料來源：香港郵政

步向前，順應發展高速鐵路的國際大趨勢 。

▓ 郵票設計獨特，以高鐵列車的
奪目顏色和流線設計貫串，列車
中段兩隻牽著的手象徵中港兩地
的合作將會越來越密切 。

香港文物探知館全新技術保育文物

應用三維激光掃描和立體打印
香

港文物探知館舉行「工藝與科技─三維

重點展品包括上環文武廟主脊上「吹簫引鳳」陶

激光掃描在文物保育和教育上的應用」展

塑的立體打印模型 、聚星樓內部及周邊景觀的

覽，介紹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如

「點雲」數據圖像，以及前九廣鐵路鐘樓的三維

何應用嶄新的三維激光掃描和立體打印技術於

網格數碼模型等 。今次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文物保育和教育上 。

署主辦，古蹟辦籌劃，免費入場 。■


展覽透過展示「點雲」圖像 、立體打印模型 、照

資料來源：香港文物探知館

      

片 、影片和互動展品等，讓公眾認識古蹟辦如
何利用從三維激光掃描所得的「點雲」數據，為
歷史建築 、考古文物及建築構件等建立數碼模
型，並以立體打印技術製作實體模型，存檔作
修復文物時參考之用 。展覽亦會介紹古蹟辦如

▓ 香港文物探知館舉
行 展 覽， 介 紹 如 何 應
用嶄新技術保育文物，
圖為「吹簫引鳳」陶塑
的立體打印模型 。

何應用三維激光掃描技術監察歷史建築和文物
的狀況，以擬訂合適的保育方案，並將收集的
數據應用於籌劃文物教育活動 。

「UPM 雅光」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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