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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發展挺港提升競爭能力

要聞

─習主席心繫香江系列評論之二

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令香港社會各
界和廣大市民備受鼓舞！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
習主席五年前視察香港時如是說，觸動
了無數人的心弦。五年來，習主席關愛
香港的點點滴滴，令香港同胞難以忘
懷；特別是習主席關心支持香港創新發
展，為香港全面提升競爭力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並化為具體的規劃、
方案和生動實踐，以及一項項科技創新
成果。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重新煥發活
力，迎來創科的春天！
責任編輯：彭錦文
美術編輯：劉子康

習主席的指示帶來創科的春天
「香港創科事業迎來了大發展的春
天！」 今天，許多有識之士談論香港創
新科技發展時，都發出如此感慨。香港
同胞不會忘記習主席對香港創科事業的
巨大關愛。
2017年6月，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
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給習近平總書記
寫信，表達了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
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習主席在給院
士們的回信中，高度肯定香港科技界長
期以來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的重要貢

獻，並指出： 「要重視香港院士來信反
映的問題，抓緊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合
理予以解決，以支持香港科技界為我們
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貢獻力量。」
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全面落實習主席
指示精神，支持香港科研人員深入參與
國家科技計劃，有序擴大和深化內地與
香港科技合作；2019年2月，《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強調香港
要 「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
興產業」 ；2021年3月， 「十四五」 規
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創新是推
動發展的第一引擎」 。然而，長期以
來，香港的創科發展並不理想。第一屆
特區政府提出的 「數碼港」 計劃由於種
種原因發展並不理想；特區政府關於設
立創新及科技局的議案，也由於昔日亂
港勢力的阻撓在立法會擱置數年。由於
政府長期沒有專門的部門統籌創科，香
港錯過許多機遇，成為創科賽道上的
「落伍者」 ，令許多有識之士扼腕嘆
息！

創業熱土點燃創新夢想
習主席發出重要指示，中央為香港
賦能，香港再次發力，重整資源，發掘
優勢，堅定地向着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 的目標邁進。

點擊
香江 屠海鳴
「我們創業的舞台更廣了，創新的
空間更大了！」 在深圳前海，許多港青
發出這樣的感嘆。香港同胞不會忘記
習主席對前海這片創新熱土的關愛。
2018年10月24日至25日，習主席在
考察深圳時指出，深圳要扎實推進前海
建設，拿出更多務實創新的改革舉措，
探索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深化深
港合作，相互借助、相得益彰，在共建
「一帶一路」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方面發揮更大
作用。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
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改革開放方案》，第一句話開宗明
義： 「開發建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是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 。
「香港」 成為《方案》的關鍵詞。
香港一些領域的科研水平在全球處
於領跑、並跑位置，但科研成果 「從試
驗室到工廠」 這一步卻走得艱難。其中
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高端製造業的支
撐。《方案》提出，促進港澳和內地創
新鏈對接聯通，推動科技成果向技術標

準轉化。香港地域狹小，要把科技成果
轉化為優勢產品和產業，缺少足夠的地
理空間。《方案》提出，前海合作區總
面積擴大7倍，為香港創科產業發展提
供了廣闊空間。
正是在習主席親切關懷下，前海成
為香港創新科技與深圳高端製造業的對
接點，成為香港科研人員二次創業的主
戰場，成為無數香港青年的夢工場。

大灣區提供創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為我們提供了創新
的巨大機遇。」 香港科技界、企業界人
士普遍這樣認為。香港同胞不會忘記，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
香港同胞清晰地記得，2017年7月1
日，在習主席見證下，國家發改委、香
港、澳門、廣東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
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2017年10月18日，習主席在中共十九大
報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
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
點，全面推進內地同港澳互利合作，制
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
措施。2017年12月18日，在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上，習主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要科學規劃，加快建立協調機制。
2018年10月23日，習主席出席港珠澳大
橋開通儀式並宣布大橋正式開通。2019

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粵港澳各有優勢，大灣區為三地合
作創新提供了廣闊舞台，香港的資
金、人才等優勢與廣東的高端製造業
及資源優勢完美結合，釋放出巨大能
量，帶動大灣區全面提升競爭力，成為
世界一流灣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極之
一。
在習主席的親切關懷下，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在大灣區已初見成效。從聚焦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的香港科學
園，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福田
國際量子研究院；從 「大疆無人機」
「雲洲無人船」 等項目成功落地，到粵
港澳大灣區內創新要素加速流轉和重大
科技創新項目不斷湧現，大灣區為香港
創科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
以創新發展挺港提升競爭能力，
習主席對香港創新發展的關愛，激勵
港人以百倍努力書寫新的香江傳奇，以
「香港所長」 助力 「國家所需」 ，在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作出 「香港貢
獻」 。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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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訊成員參與抗疫 志向更堅定

我要加入警隊
保護香港這個家
保護香港這個家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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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我正好是 歲，在幸福的環境中成
長，眼見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我很想加入警隊，盡一分力保護香
港這個家。
年 出 生 的 王 嘉 怡 （ Kelly
）是少年警訊成員，今年投考警隊。外
1997
公曾當軍人，不少親戚也從事警務工作，她從小耳濡目染，立志成為一個
有 擔 當 、 有 責 任 心 的 警 察 。 疫 情 下 ， Kelly
一家總動員派發抗疫物資，看
到警隊與其他紀律部隊共同守護香港市民，令她的志向更堅定。
大公報記者 楊州（文） 林良堅（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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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2017年來港時，視察位於八鄉的香港少年
警訊永久活動中心，總書記當時發表講話： 「我
非常關心、重視青少年成長，因為你們是祖國的
未來和希望。」
五年前這一幕，深深打動了Kelly， 「從電視
畫面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很重視青少年的教育和發
展，覺得好有遠見，他的說話好親切、好慈
祥。」 當時她便萌生參加少年警訊的念頭，不過
因剛升讀大學一年級，要兼顧學業及兼職，延至
去年才加入大嶼山區少訊。

無私付出
「我是祖國的花朵，我要接力！」
上周六，Kelly剛完成投考警隊的體能測試，
若順利通過遴選程序，最快8月入學堂。一家五姐
妹，她排行第三，與15歲的四妹及12歲的五妹一
同加入少年警訊。短短一年多，參與了多次少訊
抗疫義工活動。Kelly的爸爸是耆樂警訊會員，一
家住在東涌逸東邨，過去兩年來邨內多次有居民
染疫，爸爸經常為確診住戶送飯， 「初時不是人
人都敢去確診者住戶家送飯。到第五波爆發疫
情，整個屋邨要圍封強檢，不少街坊不懂網購，
接受隔離的街坊又無法出門購物，爸爸能幫的，
必定盡力幫！」
爸爸做好榜樣，身體力行幫助鄰里，令Kelly
更加熱愛香港這個家， 「作為年輕人，我是祖國
的花朵，我要接力！」 她說，疫情下警隊與其他
紀律部隊共同守護香港市民，冒着生命危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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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赴京訪故宮
開拓眼界圓夢想

以繼夜付出，盡心盡力守護香港， 「那麼多人愛
護這個家，我怎能不愛香港？」
今年3月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時，Kelly一家總動
員參與少訊發起的派發防疫物資包，見到市民收
到防疫包時十分喜悅，讓她感受到人間溫情，
「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刻，中央出手調撥物資並迅
速送來香港，為市民解困」 。

Kelly還是中學生時，選修
考察 了生物及地理科， 「本來是想
交流 唸生物及世史科的，但上課時
間相撞。當時班主任兼教地理，
不時向學校申請戶外考察活動，老師帶隊去
過不同的地方，例如萬宜水庫、長洲等，香
港真係好靚，好值得去了解身邊的自然環
境。」 不過，在Kelly心目中，仍有一個神州
夢未了，那就是到北京走訪故宮， 「好大好
靚，好想見識這麼有歷史文化的建築物」 。

背靠祖國
「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除了送物資，內地還派出醫療隊援港，並協
助香港興建方艙醫院，Kelly說： 「我真的很感
動，身邊有同學和同事確診了，當時公營醫療系
統已經崩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克服各種困難及
挑戰，雪中送炭，暖意湧上我們心頭。」 她相信
祖國連番伸出援手，必定能令香港年輕一代感受
到國家牽掛着香港。
今年Kelly代表大嶼山區少訊參與回歸25周年
宣傳短片的製作，短片主題為 「長幼共融 共慶
回歸」 ，她與爸爸在片中也飾演父女， 「短片中
父親代表祖國，女兒代表香港。回想起這25年來
的成長，可說有喜亦有
憂，感謝爸爸對我的保
護、包容、鼓勵同支
持！」 她說，短片帶出
一個訊息──祖國對香
港未來充滿期望， 「香
港背靠祖國，相信明天
掃一掃 有片睇
一定會更好！」

關注灣區發展機遇
Kelly本計劃前年到北京旅遊，可惜遇上
疫情，至今未能成行， 「雖然還未能親身到
北京故宮，但今年香港故宮博物館開幕，是
回歸25周年以及我的生日禮物。待我從警察
學堂畢業後，會盡快去看展覽，感受中華文
化的魅力。」 她也十分期待疫情結束後，少
訊舉辦的內地交流團， 「任何內地交流團，
只要我有時間都想報名，真的好想參加」 。
十分留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的Kelly
坦言，若不是投考了警隊，也會嘗試到灣區
內地城市謀發展， 「趁年輕的時候要好好把
握國家發展機遇，內地薪酬及配套設施齊
全，兩地交通愈趨便利，灣區是多一種選
擇，讓有夢想的年輕人去追夢」 。



書展超級書迷證7．1開售 80元可無限次入場

【大公報訊】記者李欣穎報道：作為香港
回歸25周年慶祝活動之一，由貿發局主辦的第
32屆 「香港書展」 將於7月20日至26日在會展
舉行。書展門票昨日起公開發售，售價25元，7
月1日加推售價80元的 「超級書迷證」 ，持證者
可於書展期間無限次入場參觀，更可使用特別
通道進入會場。

設六大主題區，為入場市民帶來世界各地逾千
款人氣零食。市民屆時只須憑一張門票便可逛
盡三大展覽。

門票售價

購票方法

•門票由6月27日起於快達票、全線7-11便利店及
全線Circle K便利店公開發售

•成人25元

•小童10元（適用於小學生／身高1.2米或以下兒童） •電子入場券由6月27日起於01空間電子門票銷售
平台、全線7-11便利店、全線Circle K便利店、
•3歲或以下小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入場
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及快達票網站有售

票務優惠
上午進場票︰10元

講座活動網上接受報名
今年書展的 「年度主題」 為 「歷史文化．
城市書寫」 ，並以 「從香港閱讀世界：憶．寫
香港故事」 點題。書展將繼續設有八大講座系
列，講座活動已在網上接受免費報名。
同場亦將舉行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及
「零食世界」 ，其中消閒博覽設有八大主題
區，以及多項免費試玩活動； 「零食世界」 則

第32屆香港書展資訊

•成人及小童同價，每天中午12時前進場，只限於會場入口
收費站以八達通即時付費入場

晚間進場票︰10元

•成人及小童同價，晚上7時後進場，適用於7月20日（星期
三）、21日（星期四）、24日（星期日）及25日（星期
一），只限於會場入口收費站以八達通即時付費入場

超級書迷證：80元
▲第32屆 「香港書展」 將於下月20日至26日在
會展舉行。圖為往年場內盛況。
資料圖片

•持此證者可於書展期間無限次入場參觀，更可使用特別通
道進入會場，節省輪候時間

免費再進場特別優惠

•凡以正價（成人25元、小童10元）購買7月20或
21日香港書展門票者，可憑完整票尾或現場派
發的再進場優惠券，免費於指定時間進場一次
•免費再進場特別優惠只限以下時段：（1）7月
22至24日（星期五至日）晚上7時後；（2）7月
25日（星期一）晚上7時後
•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門票，包括上午進場票、晚
間進場票、優惠進場票、貴賓進場票及贈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