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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主策源 滬攻新產業 粵港澳推廣

科創三劍客 灣區試驗應用掛帥
▼月 日，在北京中關村論壇展覽（科博會）現場，工作人員展
示遠程協作機器人的操作。這款機器人可以應用到惡劣環境中，幫
助工作人員完成任務。
新華社

強 強 聯 手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布局建設了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
3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度參與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合作，在國內
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針對各個國際科創中
心不同的定位和側重，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29日表示，
北京的主要任務是打造全國科技創新的策源地；上海要集中打造集
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3大產業創新高地；粵港澳大灣區要
打造全球最大的中試驗證和成果應用推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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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
林念修在國新辦29日舉行的發布會
上表示，中國布局建設了3大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和4大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形成
了 「3+4」 區域創新格局。所謂 「3」 ，
就是指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3個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所謂 「4」 ，就是指北
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大灣區4
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這是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的內核支撐，主要任務是通過
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高水平創新平
台，整合優質創新資源，打造世界級原
始創新高地。

深度參與全球科技產業競合
談及三個國際科創中心的不同，林
念修表示，北京擁有全國最多的高校、
最多的科研機構、最多的央企，具有非
常豐富優質的創新資源，其主要任務和
重要使命是打造全國科技創新的策源
地。上海科技創新中心主要是集中打造
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3大產業
創新高地，在全球擁有影響力和話語
權。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着重發揮廣
東改革開放前沿、港澳國際化程度高的
優勢，打造全球最大的中試驗證和成果
應用推廣基地。
林念修表示，近年來， 「3+4」 區
域創新高地作用持續顯現。區域創新高

地作為重要科技創新策源地和區域發展
增長極，輻射帶動國內創新發展，深度
參與全球科技產業競爭合作，在國內大
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動力
源泉，為實現中國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強形成了強力支撐，同
時也為深化科技體制改
革提供了樣板示範。
林念修強調，
將推動形成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龍頭帶
動、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內核支
撐、區域科技創
新中心優勢互補
北京科技創新中心
的體系化、多層次
目標：打造全國科技創新策源地
總體布局。他表
優勢：擁有全國最多的高校、最多的科
示，將聚焦國家戰
研機構、最多的央企，具有非常
略，堅持全國一盤棋，
豐富優質的創新資源
系統謀劃區域創新高地建
設工作，與國家重大戰略、
重大任務、重大工程緊密結合起
來。在扎實有序推進3大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和4大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發展的
各項工作的同時，穩步推進區域科技創
新中心建設工作，布局若干區域科技創
新中心。

深圳創新生態鏈完備 利港成果落地
礎研究的傳統優勢，如今，很多臨床試
驗一期在香港，二期在深圳，生物科
技、光學、海洋和超精密儀器等產業，
都已經是香港和整個大灣區的製造基礎
聯合起來做中試驗證。譬如港大在河套
的轉化中心、港科大在南沙的校區建立
全球的臨床轉化醫學中心等。另外，香
港對國際科研機構具有較強吸引力。因
此，可聚焦在產業、平台、主體和制度
四個領域與灣區城市合作，將大灣區科
技創新產業做大做強。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郭若溪

▲參觀者在觀看由珠海雲洲智能研發的
無人船。
資料圖片

近年全球科創中心中國城市排名
城市

優勢：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
新體系

中試指產品投
產前的試驗，即
﹁ [pilotscale experiment]
中間階段的試驗，
是產品在大規模量
產前的較小規模試
﹂
驗。企業在確定一
個項目前，第一要
進行試驗室試驗；
第 二 步 是 「 小
試」 ，也就是根據
試驗室效果進行放
大；第三步是 「中
試」 ，就是根據小
試結果繼續放大。
中試成功後就可以
進行量產。
大公報整理

目標：打造全球最大中試驗證和成果應用推
廣基地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整理

目標：打造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3大產業創新高地

話你知

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

優勢：廣東位處改革開放前沿、
港澳國際化程度高

上海科技創新中心

中試 是科研臨門一腳

近年來，隨着科
技創新成為深港兩地合
作的重點領域，香港基
礎科研優勢與深圳的轉化能力結合，成
為支撐深圳科技發展的一大亮點，培育
了大疆等明星企業，也為香港科技發展
開闢新的機遇。
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來自
香港科技大學的港青何康強創辦了思特
迪新材料有限公司，致力於自主研發半
導體科技產品，得益於小區提供的共享
實驗室、辦公空間、資金、服務等幫
助，何康強團隊入駐僅半年就已研製出
能夠黏接LED中芯片和基材的導電銀
膠，如今產品已進入市場推廣階段。他
認為，深圳有完備的產業鏈，又可以輻
射內地龐大市場，是將所學知識轉化為
產品的最佳選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
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接受大
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大灣區要打造全
球最大的中試和成果應用推廣基地，離
不開香港和灣區城市的強強聯合。
謝來風指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有基

專家解讀

中國三大
科創中心定位

2021年排名 2020年排名 2019年排名 2018年排名

北京

6

7

10

9

上海

9

12

16

17

香港

20

15

12

18

深圳

18

27

25

33

廣州

39

46

47

41

資料來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評估報告2021》

粵建國家創新中心 攻關空天科技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
道：廣東省科技部門表示，未來廣東將
着力推進國家實驗室等 「國之重器」 創
新平台建設，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
學中心和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建
設，加速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近年來，廣東通過構建以企業為主
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區域
創新體系，布局建設一批中試驗證和應
用示範平台。至2020年，廣東科技進步
貢獻率達60%，基本達到創新型地區水
平。今年上半年，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
術創新中心啟動建設，成為國家首批共3
家綜合類技術創新中心之一。中心將聚
焦大灣區需求，圍繞高質量技術創新供
給、高水平成果轉化服務和體制機制先
行示範三大功能定位，打造國家技術創
新體系的戰略節點。
業界人士指出， 「香港研發+廣東成
果轉化」 「廣東研發+香港開拓灣區市
場」 等的粵港科創合作模式日趨成熟。

「十四五」 期間，人工智能（AI）、量子
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
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
領域，將是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重點領
域，也是粵港兩地科技合作的新方向。
雙方可在這些前沿科技和尖端技術領域
持續聚集全球創新資源和科研力量，把
大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工作人員在位於廣州市的粵港澳大灣
區創新創業孵化基地 「產品試驗試製
區」 進行產品研發。
中新社



王毅：美英澳核潛艇合作 損東南亞無核區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9月28
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視頻方式同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共
同主持第十一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
王毅表示，美國、英國與澳洲結成三方
安全夥伴關係並計劃開展核潛艇合作，
國際社會特別是亞太國家高度關注和警
惕，多國表達關切和質疑。中方認為，
此舉對地區和平穩定和國際秩序帶來三
大隱患：
一是冷戰回潮的隱患。三國以意識
形態劃線，打造新的軍事集團，將加劇
地緣緊張。二是軍備競賽的隱患。此舉
將刺激一些地區國家加緊發展軍力，甚
至尋求突破核門檻，推高軍事衝突風
險。美方一方面以發展核技術為由制
裁、打壓一些國家，另一方面自己又公
然向無核國家轉移核技術，這是典型的

雙重標準。
三是核擴散的隱患。以建造核動力
潛艇為由，向無核國家提供可用於製造
核武器的核原料，將使武器級的高濃鈾
脫離必要監管，帶來巨大核擴散風險。
此舉將衝擊核不擴散體系，損害《南太
無核區條約》，破壞東盟國家建立東南
亞無核區的努力。這是典型的藐視規
則。

歐方：不會同台灣官方交往
王毅就涉台問題表明原則立場，強
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
識，也是中國同歐盟及成員國發展關係
的政治基礎。 「基礎不牢，地動山
搖」 。博雷利表示，歐方始終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這是歐中關係的重要基石，
歐方不會同台灣地區開展官方交往。

廣東10．11起恢復赴港商務簽註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在廣東省試行恢復內地居民辦理赴香
商戶經營者赴香港從事商務活動的，
道：國家出入境管理局29日介紹，內
港商務簽註，為赴港從事商務活動人
可向廣東省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地赴港簽註政策將作出調整，自10月
員提供出入境便利。自10月11日起，
申請辦理赴香港商務簽註。
11日起，將在廣東省試行恢復內地居
廣東省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及個體工
不過，這位負責人提醒，疫情
民辦理赴港商務簽註，為赴港從事
中、高風險地區及申請前14天內有
商務活動人員提供出入境便利。屆
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的人員
時，相關人員可向廣東省公安機關
不在可申請之列。另外，持商務簽
出入境管理部門申請辦理。
註人員應通過香港 「來港易」 計劃
出入境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
前往香港，並自覺嚴格遵守相關主
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出入
管部門關於防疫管理的規定要求。
境管理局因時因勢調整內地居民往
這位負責人還表示，下一步，
來港澳地區出入境管理政策，有效
出入境管理局將根據疫情形勢變
阻止疫情通過出入境渠道跨境傳
化，動態調整出入境管理政策措
播。近期，香港特區政府公布實施
施，推動有序恢復內地與香港地區
「來港易」 計劃，對符合條件的入
人員正常往來，更好服務促進粵港
境人員豁免強制隔離檢疫。出入境 ▲粵澳入境旅客在青茂口岸使用合作查驗快捷 澳大灣區建設發展，助力香港保持
管理局因應 「來港易」 計劃，決定 通道通關。
中新社 長期繁榮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