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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DDRESS

【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報道：為
促進大灣區內人才流動，特區政府擬
推出 「大灣區簽註、簽證」 ，以促進
灣區商務人員和高端人才 「南下、北
上」 。同時，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提交
擴展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
安排」 至涵蓋本港大學在大灣區所設
分校的建議，料年底中央會派專人來
港探討此安排。

政府消息人士指，特區政府爭
取推出 「大灣區簽註、簽證」 ，旨在
便利大灣區專才來港、科創工作往
來、香港科學家到內地，以及非中國
籍港人前往大灣區城市等。此簽證主
要針對的是大灣區城市，同時亦會照
顧到其他內地地區的人才需求。

另外，特區政府亦在探討擴展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
排」 至涵蓋本港大學在大灣區所設分
校，包括香港大學深圳分校等。消息
人士解釋說，非本港學生從香港的大
學畢業後，可申請一年的IANG簽

證，允許他們無條件留港發展一年；
目前特區政府正在探討讓大灣區香港
分校的畢業生，都能享有一年的
IANG簽證，以鼓勵大灣區青年專才
到港就業。

內地同學：想到港投行工作
消息人士還指，擴展IANG簽證

至大灣區港校有其優點和挑戰，優點
就是能為香港引入更多人才，但複雜
點在於，大灣區分校的學生由始至終
都沒有來過香港，故簽證如何派發，
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消息人士透露，
以上兩個簽證計劃已向中央提交，中
央方面表示支持，細節還需進一步討
論，估計年底中央會派人到香港討論

具體事宜。
「聽到這個消息眼睛都亮

了！」 今年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計算機科學專業大三的李卓毅同
學表示，非常歡迎擴展IANG簽證至
本港大學在大灣區所設分校學生的政
策。李同學幾年前想報讀香港本地大
學的本科課程，惟當時香港不安寧，
父母不放心他獨自前往讀書，故最後
讓他在中大深圳分校就讀。但李同學
一直想到香港發展，他說，如果該政
策能落地，他會非常願意到香港闖一
闖，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專業實力。

同樣都是來自中大（深圳）金
融專業大二學生辛心然認為， 「在此
政策的鼓勵下，會有更多同學報考大
灣區的香港分校，不僅能促進各分校
的建設和發展，更能為大灣區帶來更
多人才資源」 。辛同學表示，自己的
夢想是到香港的投行工作，若能獲得
IANG簽證，一定會到香港嘗試申請
相關的工作或者實習。

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
工作簽證研擴至港大學灣區分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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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重點措施

•在新田／落馬洲
地區（包括港深創
科園周邊地方）增
加約150公頃創科用
地，整合發展為新
田科技城。

新田科技城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文） 馬丁、凱楊、梁堅（圖）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正研究加
快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科園建
造工程，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科
創合作區）的 「一區兩園」 工作進度良
好。林鄭月娥說，在《發展策略》下，
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方，
將會整合為 「新田科技城」 ，當中與創
科相關的土地估計約有240公頃。新田科
技城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佔地約540公
頃的深港科創合作區，可集港深兩地優
勢匯聚海內外人才，勢必成為推動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引
擎。

港深創科園提供五萬職位
港深創科園位於落馬洲河套區，佔

地面積87公頃，相當於整個香港科學園
的四倍。創科園優先發展六個科創領
域，包括醫療科技、機器人、人工智能
等。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港深創科園第
一期將會在2024年底落成，共建設八座
大樓，首期投入使用後估計會有約5000

人在園區工作；若整個創科園
建成，將會有約五萬人在此工
作。

在新田／落馬洲地
區，包括港深創科園周
邊地方，增加約
150公頃創科用
地，將整合
發展成為
新田科技
城。連同
佔地面積
約87公頃
的港深創科
園，整個科技
城共約240公頃，
總樓面積約等於16.5
個香港科學園。政府消息
人士指，目前暫未知新田科
技城的具體運作，希望能
和港深創科園產生協同效
應，擴大經濟規模。消息人
士還表示，與大灣區合作，香港
不是只做科研，深圳亦不只是做生產，而
是需要看市場情況，利用好各方優勢，
方能互補共贏。

撥地予大學作科研發展
消息人士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及本次施政報告新增250公頃創科用
地，除新田科技城的57公頃和港深創科園東
南面的70公頃外，還包括馬料水填海計劃及
將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而開拓的88公
頃、流浮山 「數碼港」 的五公頃、港大四公
頃、中大醫院附近的2.5公頃，以及落馬洲
邊境管制的20公頃等。

為鞏固香港基礎研究的領導
地位，林鄭月娥表示，已接納香港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建議，將為兩所學
校提供土地作為科研用途。其中，將為港
大在薄扶林預留四公頃現屬 「綠化地帶」
的土地興建深科技研發大樓，並支持中大
在中大醫院附近2.5公頃主要為 「政府、機
構或社區」 的土地設立研究設施和擴充中
大醫院，並同時改善現有東鐵大學站的公
共運輸交匯處和泊車設施。

另外，特區政府將會支持香港理工大
學研究把其用作提供自資專上教育的紅磡
灣校舍，進行學術和研究發展。政府消息
人士透露，特區政府一直鼓勵科研，之前
理大就提出想將自資專上教育的校舍改為
本部科研用途，由於理大當年申請該土地
用途為自資學院校舍，故現時若想改用
途，學校需要向地政署申請，並且地政署
會向教育局核實情況。

為進一步加強香港創科建設，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創科用地
共增加250公頃，包括新田科技城的57公頃、港深創科園東南面70
公頃土地等。林鄭月娥表示，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
方，將會整合成新田科技城，並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深港科創合
作區，勢必成為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引擎。此
外，林鄭月娥還表示，將會為港大、中大提供土地作為科研用途，
亦支持理大把自資專上學院校舍改為學術用途。

集兩地優勢納人才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報道：《十四五規劃綱
要》提出瞄準生命健康等前沿領域，特首林鄭月娥
認為，香港應回應 「國家所需」 ，更好發揮香港
在生命健康科技的優勢，建議在河套地區港深創
科園內設立 「InnoLife Healthtech Hub生命健
康創新科研中心」 ，在已有的 「InnoHK創新香港
研發平台」 16所與生命健康相關的實驗室，以及
八所與生命健康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基礎，
聚焦生命健康領域的科研工作。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是香港旗艦項
目，目前已成功招攬了28所由世界級的大學和科
研機構與本地大學合作的研發實驗室。據消息人
士透露，目前已有25間實驗室陸續運作，其餘三
間會在今年全部開始運作，並且其中24間與生命
健康相關的實驗室有機會加入新設立的
「InnoLife Healthtech Hub生命健康創新科研
中心」 ，但最終會尊重各實驗室的選擇。同時亦
歡迎內地實驗室加入。

消息人士說，目前InnoLife是InnoHK的一個
延伸；從地理位置看，InnoHK位於沙田科學園，
InnoLife則坐落於北邊，相比之下InnoLife更靠近
大灣區，有地理優勢，與大灣區合作也更便利。

港深創科園
設生命健康研究中心

▲施政報告提到將進一步加強香港創科建設，與大灣區合作，發揮優勢，互補共贏。

新田科技
城聯同深圳科創

園區組成深港科創合
作區，可集港深兩地優勢

匯聚海內外人才，勢必成為推
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建設的重要引
擎。
─林鄭月娥

•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
港深創科園第一期將在
2024年底落成。港深創科
園內設立 「生命健康創新
科研中心」 ，聚焦生命健
康領域的科研工作。

港深創科園
•通過馬料水填海
計劃及把沙田污水
處理廠遷入岩洞，
開拓88公頃土地，
當中大部分預留作
創科發展。

拓地88公頃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施政報告提
出，進一步將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年度配額倍
增至4000個，以吸引世界各地優才，政府同時檢
討人才清單，在現有11個專業領域中，新增更多
領域，涵蓋醫療及健康護理科學、微電子、集成
電路設計及藝術科技。

特首林鄭月娥說，香港面對人口急速老化和
生育率持續下跌的挑戰，難以單憑培育本地人才
滿足經濟發展需求，人力資源供應面臨樽頸，需
要更進取地吸納更多非本地人才，推動高端經濟
發展和抓緊「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政府去年宣布，將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年
度配額倍增至2000個，以擴充香港人才庫，去年
共有超過1700名來自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優才取
得配額來港工作，反映措施成效顯。政府決定，
將年度配額倍增至4000個，以吸引更多優才。

現有清單涵蓋11項專業
政府2018年公布首份香港人才清單，早前已

完成檢討，在11個專業領域中，新增 「資深資產
管理合規專才」 及 「資深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
財經專才」 兩項，並擴闊部分原有專業的領域，
涵蓋 「醫療及健康護理科學」 、 「微電子」 、
「集成電路設計」 和 「藝術科技」 專才等，以配
合香港未來重點發展金融、創科、文化藝術和爭
議解決服務的政策方向。

以 「資深資產管理合規專才」 為例，資歷要
求是擁有商業、金融、工商管理、經濟、會計、
法律或其他相關課程的學士學位，並具有三年以
上資產管理機構或相關工作經驗。

林鄭月娥強調，政府會繼續透過海外經貿辦
和內地辦事處的網絡，協助相關政策局吸引人才
來港工作。

輸入優才增至四千
研涵蓋更多領域

▲今年施政報告銳意全方位培育初創人
才，為人才及企業提供支援。

【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報道：今年
施政報告提到，為全方位培育初創，科技
園公司會在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成立 「大
灣區飛躍學院」 （InnoAcademy）以及
「大灣區創科快線」 （InnoExpress），

培訓人才及支援科技企業。
政府消息人士介紹，大灣區飛躍學院

主要是服務創科人才，提供人才交流平台
及相關創業培訓，例如怎麼樣成立公司、
處理公司事務等，同時亦會舉辦相關講座
和活動等。消息人士指，飛躍學院雖設在

深圳，但參與者不限地區，無論內地人還
是香港人均可加入。

「創科快線」支援企業引進外資
消息人士說，大灣區創科快線則是提

供市場諮詢等服務，培育初創和支援科技
企業引進外資。例如有香港企業想在大灣
區發展，想在內地設生產基地，創科快線
可提供相關資訊；亦或者有內地人才或企
業來香港創業或發展，進而走向世界，亦
可以透過創科快線獲取更多資訊。

設大灣區飛躍學院培育初創人才

▲特區政府計劃讓本港大學在大灣區所設分校的畢業生，申請 「非本地畢業
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來港工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發表
新一份施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