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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创新研究体系



③ 大学创新研究系统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 在劣势领域补齐“短板”

• 在优势领域打造“长板”

• 在强势领域树立“样板”

面向国家发展需要
• 面向经济主战场

•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连锁效应：
导向新技术、新发明

学科建设
•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 打造科学研究水平

• 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基础与应用基
础研究项目

标志性成果

• 学术论文、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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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研究
项目

标志性成果

• 学术论文、专利、原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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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合作
项目

3

科研基地
4

①-④类项目支撑大学科研活动开展。

人才引进
• 长江、优青
• 杰青、珠江
• ……

人才团队建设

• 卓越青年团队

• 珠江人才团队
• ……

成果转化



① 科技创新工作的政策导向

申报的项目课题与“四个
面向”的要求对应相符。

通过科研活动的开展，为
一流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② 科技创新工作的政策导向

· 第二篇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政府科技项目资助体系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技术）研究 科研基地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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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国家级项目布局（自然科学基金委）

项目类型
资助原则

资助金额
2021年度资

助率资助对象 能力要求 实现目标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自主选
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

激励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创新思维，
培养基础研究后继人才

30万 17.29%

面上项目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

人员自主选题
能领导一个研究组开展创新性的

科学研究
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
55万 17.43%

重点项目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

人员定向选题
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
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

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
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300万 18.89%

重大项目
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

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升我

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
80万/350万 /

外国学者研
究基金项目

支持自愿来华开展研究工作的
外国优秀科研人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
选题，在中国内地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促进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开展
长期、稳定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20万/40万/
80万

竞争较少，资
助率较高

《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 统筹布局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体系，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瓶颈；

• 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造就世界级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支持培养青年科学家和后备力量；

•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 改革基础研究评价、选题机制和激励制度……



量子科技 脑科学与脑类 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 前沿基础新材料 新一代通信网络 未来计算

先进制造 合成生物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绿色低碳能源 资源与环境 现代种业 数理与前沿交叉等

项目类型 资助方向 资助额度
2021年度
资助率

广东省自认科学基金-战略项目 围绕量子科学、类脑智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 2亿 /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聚焦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前沿基础新材料、新一代通信网络、

未来计算、资源与环境等领域
2000万 /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根据研究兴趣开展探索性研究 10-30万 2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企业联合基金

方向一：公共卫生与医药健康领域，每年总经费5000万元；
方向二：海上风电联合基金，每年总经费3000万元

20万/
100万

1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广东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国自然基金委与广东省科技厅联合出资，围绕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需求，围绕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250万/
1000万

24.68%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一是坚持多元导向，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三是坚持久久为功，

四是坚持开放合作。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包括：

①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广东省项目布局



项目类型 资助方向 资助金额 2021年度资助率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粤穗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需求，支持粤港澳科技人员联
合组建研究团队在前沿领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200万 /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粤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结合自身优势与特色学科，兼顾领域平衡，组织高水平团
队进行申报

100万 9.41%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粤穗联合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

10万 22.90%

广州市基础研究计划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博士青年科技人员

支持在广州市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进行原始性创新、前
沿探索性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

5万 相对较高

人口健康

生物与农业 能源与化工

数理与交叉前沿

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新材料

环境与生态海洋科学

《广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广州要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取得

重大进展，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有新突破，省级以上战略科技创新平台数达320个，在若干重点领域产生一批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包括：

①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广州市项目布局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技术）研究 科研基地国际交流合作

应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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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用（技术）研究——国家级项目布局（科技部）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继续推进重点专

项，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如下：

一、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

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可下设课题。项目应整体申

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申

报单位推荐1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个课题

设1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1个课题的负

责人。

二、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

优势创新团队，聚焦研发问题，强化基础研究、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

衔接，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

报书、正式申报书两步进行。 2022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领域将发布26
个重点专项申报指南。



② 应用（技术）研究——国家级项目布局（科技部）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特推出揭榜挂帅

项目，项目聚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

最终用户明确的攻关任务。

一、揭榜挂帅榜单任务与传统指南的区别

取消“四个门槛”，榜单任务对申报单位无注

册时间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

历、职称要求。

二、增加“四项要求”

一是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二是“里程

碑”式考核、分阶段拨付经费；三是项目（课

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不能随意离职或更

换；四是项目验收将在真实场景下开展，充分

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② 应用（技术）研究——广东省项目布局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十四五”行动方案》工作目标：

✓ 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

✓ 引进培育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

✓ 通过项目牵引实现“聚集人才”

✓ 增强科技创新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引领取驱动

✓ 提升科技创新支撑社会民生发展能力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十四五”行动方案》专项布局：

➢ 战略专项：紧紧围绕国家对广东战略定位和科技发展提出的要求，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 重大专项：瞄准当前广东继续发展的重大产业和新兴产业，围绕产业链条关键

核心技术需求进行系统研发布局

芯片设计与制造 显示制造装备工业软件

通信与网络 新一代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人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及无人驾驶碳达峰碳中和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 前沿新材料现代种业



② 应用（技术）研究——技术就绪度评价标准及细则（TRL）

技术就绪度评价标准（一般）

等级 等级描述 等级评价标准 评价依据

1 发现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清晰，通过研究，证明基本理论是有效的 核心论文、专著等1-2篇（部）

2 形成技术方案 提出技术方案，明确应用领域 较完整的技术方案

3 方案通过验证 技术方案的关键技术、功能通过验证 召开的技术方案论证会及有关结论

4 形成单元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单元并证明可行
功能性单元检测或运行测试结果

或有关证明

5 形成分系统并验证 形成了功能性分系统并通过验证
功能性分系统检测或运行测试结果

或有关证明

6 形成原型并验证
形成原型（样品、样机、方法、工艺、转基因生物

新材料、诊疗方案等）并证明可行
研发原型检测或运行测试结果

或有关证明

7 现实环境的应用验证 原型在现实环境下验证、改进，形成真实成品 研发原型的应用证明

8 用户验证认可 成品经用户充分使用，证明可行 成品用户证明

9 得到推广应用 成品形成批量、广泛应用 批量服务、销售、纳税证据



② 应用（技术）研究——广州市项目布局

《广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广州要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迈上新台阶，在呼吸疾病防治、智能网
联汽车等若干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一批战略性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一）
2023年度重点领域
研发计划（人工智能
重大科技专项）

广州市
2022年
度第二批
发布项目

（二）
2023年度农业与

社会发展
科技专题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技术）研究 科研基地国际交流合作

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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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

合作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芬兰、德国、日本、韩

国、蒙古、埃及、马来西亚、白俄罗斯、乌兹别克、金砖国家、美国。

科技部港澳台合作专项（澳门）

为携手应对全球变化、粮食安全、能与和资源短缺、人口健康、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我们秉持互
利共赢的理念，通过支持政府部门间科技合作项目、开展共同资助联合研发、推动科技人员交流，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③ 国际交流合作——国家级项目布局（科技部）

科技部
对外

合作专项

（二）“战略性科
技创新合作”重点
专项港澳台项目

2022年未推出香港合作专项。

（一）“政府间
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重点专项



③ 国际交流合作——国家级项目布局（自然科学基金）

（一）
与境外组织
合作专项

自然科学
基金对外
合作专项

（二）
与港澳地区
合作专项



③ 国际交流合作——广东省项目布局

广东省科
技厅对外
合作专项

（一）
境外组织
合作专项

（二）
港澳地区
合作专项

以及粤澳合作、港澳
来粤转化两个专项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技术）研究 科研基地国际交流合作

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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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研平台 建设要求 批准部门

国家重点实验室
• 面向前沿科学、基础科学、工程科学等，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
• 推动学科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发挥原始创新能力的综合引领带动作用

国家科技部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依托于行业、领域科技实力雄厚的重点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或高校
• 拥有国内一流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设计和试验的专业人才队伍，
• 具有较完备的工程技术综合配套试验条件，能够提供多种综合性服务，与相关企业紧密联系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 有效地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在扩大科技开放与合作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 发展“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使国合基地成为国家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建设需求，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试验研究、重大装备研制、重大科技成果

的工程化实验验证，突破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制约

国家发改委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

•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地方两个层面创新基础能力的合理布局为目标
• 在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地方特色产业链、地方主导产业等有较好创新资源基础的领域
• 选择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工程研究中心，给予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命名和项目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 研究基地按照“一流”和“唯一”的标准进行建设
• “一流”，就是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在确定的研究领域应该在全国是一流的
• “唯一”，就是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研究基地

国家教育部

④ 科研基地——国家级平台布局



省部级科研平台 建设要求 批准部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高等学校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培养和集聚创新人才、开展学术合作交流的重要基地

教育部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 • 以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基础研究的科技创新基地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高等学校加强资源共享、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组织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 培养和聚集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组织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基地和平台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 学科类省重点实验室是高水平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要平台
• 本专题面向学科发展前沿和重大科学问题，面向经济社会的重要领域

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工程中心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
• 围绕产业发展的重要需求，搭建技术创新平台，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 • 发展“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使国合基地成为国家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广东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 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致力于建设一流创新基地、打造原始创新高地
•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广东省工程实验室
• 省工程实验室的建设旨在提高我省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突破重大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
构调整中的关键技术和装备制约

广东省发改委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 开展创新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进行高新技术研发，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 开展学术交流，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
•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等重点领域，以及事关党和国家经济社会长
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

厅局级科研平台 建设要求 批准部门

广州市重点实验室 市级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科技局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市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市社科规划办

④ 科研基地——省部级厅局级平台布局



项目申报的技巧分享



① 重点重大研发项目操作全过程——以广东省科技厅基础研究重点专项为例

开展调研，制定方案，
确定年度思路和计划

公开发布通知，依托阳
光平台开展指南建议征

集

组织专家开展指南建议
凝练、咨询、论证

形成指南建议稿

研究完善，形成指南征
求意见稿

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并修
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研究审议
（联席会、厅务会）

公开挂网发布
（省科技厅官网）

2月-3月2022年1月

项目申报，依托阳光平
台提交申报材料

评审专家名单公示（非
全部专项）

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
行评审论证

立项公示

课
题
征
集

课
题
发
布

专
家
评
审

5-6月 7-9月



② 项目材料编写逻辑——以海外优青项目为例

一、项目定位：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旨在吸引和鼓励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含非华裔外籍人才）回

国（来华）工作，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

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四、申请人条件：
（5）在2022年4月15日前，一般应在海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机构获得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且具有连续36个月以上工作经历；
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且业绩特别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
（6）取得同行专家认可的科研或技术等成果，且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带头人或杰出人才的发展潜力。

1）人才回来的任务是实现“科技强国”
“科技强国”遇到哪些技术瓶颈，从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找到与自身研究领域对应的规划内容；参
考各技术领域的“十四五”规划，发现国
家需求；形成项目背景。

2）“科技强国”需要人才有“深厚基础”
在海外“3年以上”的正式教研经历，积累了哪些科研成
果（创造性、科学价值），培养了哪些科研能力（个人
贡献）。需要重点彰显科研成果的“拔尖”，科研能力
的“拔尖”；同时体现成果对今后发展的支撑和延伸性，
个人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的潜质。

3）“深厚基础”需要外界加以确认
发表的期刊论文是最重要的证明材料，但只是第
一层次；同时还需要通过同行专家的认可加以支
撑，如论文综述、同行引用、媒体报道；如果有
科研成果用于世界一流企业，也可以通过合同或
协议予以说明。得出结论，同行认可我“拔尖”。

4）拥有“深厚基础”，回国具体“研究什么”
通过分析产业发展需求及核心技术突破需求，定
义科学问题并介绍解决该问题对前沿科学发展和
产业技术发展有什么突出贡献，形成研究背景。
进而具体描述研究方向（科学问题）及研究思路，
使用技术路线图加以概括。

5）描述“研究什么”后，提出“预期目标”
需要彰显“预期目标”的“拔尖”，以体现“进入世界
前沿”和“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可能性。成果需要量化，
覆盖科研成果目标（如分析方法、器件、模型开发）、
人才培养目标（如培养博士、博士后，开发新课程）、
论文、专利、国际交流合作等。

6）有“深厚基础”、“研究计
划”、“明确目标”，最后需要
“条件支撑”，以保证项目顺利
开展，达到预期效果。
支撑条件包含：大学提供的实验
设施、物理空间、启动经费、枢
纽和学域的团队力量等资源，导
师及合作伙伴（知名学者）提供
的指导和合作资源，自身的科研
管理经验（如牵头项目、筹建实
验室），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

项

目

指

南

②

①

③

④

⑤

⑤



③ 平台项目准备工作——以重点实验室为例

（1）战略意 义

（国家发展需求、科学技术问题、实验室功能定位）

（2）建设基础

（研究基础、组建
基础、优势特色）

（3）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重点任
务）

（4）运行管理

（整体架构、管理机制、
激励机制、科研任务）

（5）人员队伍

（实验室发起人、学术领头人、骨干
科研人员）

（6）条件保障

（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仪器设备、
后勤保障、激励机制）

申报材料编写提纲：



④ 项目申报准备工作——以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专项为例

注意事项：

1. 与境外合作方提前谋划合作内容；与境外合
作方提前签署合作协议，使用省科技厅协议
模板。注意需要原件扫描的内容，以及签字
盖章齐全。

2. 注意如是非全职受聘人员，需要同时提交广
东单位和境外单位双方的聘用证明。重点是
境外单位要提供聘用证明。

3. 合作协议需要明晰各方任务、分工与知识产
权归属。

4. 注意在职证明和劳动合同中关于聘用或在职
时间的起止日期。

5. 港澳地区人员可以作为广东省单位项目负责
人进行申报，但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
份参与项目。



科研处半年工作总结



① 科研处的半年工作总结

项目课题
指南征集

纵向科研
项目申报

横向科研
项目合作

科研管理
工作流程

制定年度
工作计划

• 广东省项目指南征集：共报送9项
• 广州市项目指南征集：共报送3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申报61项
• 广州市基础与应用基础项目：完成申报13项
• 海外优青项目：完成申报43项
• 外国专家项目：完成申报10项

• 商业委托研究合同：共签订2项
• 校企/政校合作技术项目：共申请香港科大佛山专项3项

• 科研管理工作流程：拟定9项，包括纵向项目申报流程、
横向科合同签订及管理流程、立项项目预算设立流程等

• 对纵向项目申报的全年度工作进行梳理和推介
• 对各项管理的制度文件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和发布
• 对NSFC项目申报技巧进行培训，申请NSFC依托单位资质
• 由科研处同事和枢纽科研行政同事协同运作，提供高效的项

目管理支撑服务



科研处职能及

2022年重点工作布局



科研处职能

（1）
纵向项目

（2）
横向项目

（5）
经费管理

（4）
项目管理

（6）
制度政策

（3）
人才项目

（7）
科研伦理

国家科技部

国家基金委

广东省科技厅

广州市科技局

南沙区科技局

企业委托研究项目

校企合作技术项目

立项项目预算设立

项目预算变更

项目信息管理

项目文档管理

项目过程管理 工作制度文件

工作流程

审批表格

外国专家

博士后资助

海外优青
（配合人才办执行）

科研人员伦理培训

项目申报伦理审查

科研伦理审查系统

国家社科办

① 科研处的工作职能

广东省社科办



面向外籍教研人员的定向支撑：

✓ 由枢纽科研行政人员做好项目申报资格初步判断工作，通过（中文）博士生协助完成申报材料

✓ 外籍教研人员如有疑问欢迎与我联系（francodfli@ust.hk, 020-36665878）

✓ 科研处将向外籍教研人员定向推荐和辅导适合的申报项目，包括国自然外国学者基金项目、外专项目

✓ 本次宣讲会将为外籍学者举行英文专场

01
02

03

为加强与内地专家学者的交流和互动，科研处将协调各级
政府部门，组织推荐我校教研人员进入评审专家库：
• 国家科技部
• 广东省科技厅
• 广州市科技局

专家入库

项目申报
宣讲与
培训

围绕我校教研人员较为对口的科技专项，组织政府部门、
科技服务机构、行业专家来我校进行主题培训：
• 国自然基金申报技巧
• 科研项目申报材料编撰技巧
• 国际合作专项申报技巧
• 对重要项目组织指南讲解

优化项目执行与管理程序，组织内部宣讲：
• 优化项目管理相关程序，实现程序自动化
• 举行内部宣讲会，就科研管理相关工作流程进行讲解
• 对面临结题的项目组织结题工作定向培训

项目执行
与管理
内部培训

② 项目申报与管理重点工作布局



科研管理主要工作流程



制度建设

工作制度文件(正在制定）

科研项目（纵向）管理办法

科研项目（横向）管理办法

工作流程

2）横向科合同签订及管理流程

4）立项项目预算设立流程

工作审批表

科研项目申请审批表

立项项目预算设立表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管理费收取及分配办法

6）项目转入流程

5）项目预算调整流程

1）纵向项目申报流程

项目经费预算调整表

博士后资助项目申请表

8）博士后资助项目申报流程

9）研究伦理审查流程

7）项目结题结账流程

3）纵向项目立项及任务书
签订流程

科研管理主要工作流程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1）

纵向项目申报流程

申
请
伦
理
审
查

横向项目合同及联合申报协议
签订及管理流程

申
请
伦
理
审
查

纵向项目立项及任务书签订流程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2）

项目预算调整流程

纵向项目转入流程
立项项目预算设立流程

转入单位与转出及参与单位
签订《依托单位变更协议》

（如有要求）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3）

博士后资助项目申报流程

研究伦理审查流程项目结题结账流程



科研处及各枢纽科研

对口联络人



林宝珊 Bella Lin
• 国家博士后资助专项

• 企业资助研究项目（横向项目）

• 科技系统人才专项

• 南沙区各类项目

bellabslin@ust.hk, 020-36665923

孟熹 Alan Meng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

• 广东省各类专项

• 港科大-内部合作定向研究课题

alanxmeng@ust.hk, 020-36665876

吴秋桦 Karen Wu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

• 广州市各类项目

• 伦理审查

karenqhwu@ust.hk,020-36665924

科研处各项工作对应联络人 各枢纽科研管理联络人

功能枢纽 Function Hub

周瑾 Jane Zhou

janezhou@ust.hk, 020-36665802

信息枢纽 Information Hub

方智 Vivian Fang

zhifang@ust.hk, 020-36665044

系统枢纽 Systems Hub

刘丽 Lily Liu

liliu@ust.hk, 020-36665166

社会枢纽 Society Hub

洪泽君 Zejun Hong

zejunhong@ust.hk, 020-36665877



感谢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