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湖北省武漢市考
察時強調， 「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
之基、安全之要」 ， 「我們必須完整、
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的命脈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 。總書記的講話高瞻
遠矚，內涵深刻，對香港發展創新科技
具有重大意義。香港應該充分發揮自己
的優勢，找準自己的定位，為國家科技
自立自強，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貢獻
香港獨特的力量。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如何，是否真正
強大，不僅在於經濟總值，更在於科技
實力。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
少領域實現了 「彎道超車」 。但我國還
不是製造強國，有不少短板，一些產業
的基礎並不是很牢靠，容易受制於人，
這種情況在過去幾年的中美貿易戰中已
經屢見不鮮。美國為阻撓中國發展無所
不用其極，在科技領域更是全面打壓、
封鎖，就在日前，美國又以 「莫須有」
的罪名制裁多家中國企業。中國發展必
須依靠進一步創新，突破一些 「卡脖
子」 關鍵技術，提高國產替代率，這是

當務之急。
香港與國家命運相連，一直 「以己
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 。過去，香
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等角
色，在國家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等方面
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國家實施創新
驅動戰略，香港的角色更為突出，不可
替代。就香港本身發展來說，只有當創
新科技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破解
現實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國家戰略與
香港自身需要完全契合，香港將實現高
質量發展，核心競爭力提升，前途不可
限量。未來，除了金融中心，創科中心
將成為香港的另一張名片。
事實上，香港科研基礎能力不弱，
人才濟濟，在國家支持下更是如虎添
翼。主催創科的香港科技園公司今年成
立20周年，成果豐碩，至今有超過1100
間創科企業落戶科技園，創科社群超過
17000 人 ， 其 中 11000 人 是 研 發 專 業 人
士。生物醫療科技發展一枝獨秀，數年
間由50間增至150多間。20年來，科技
園培育了870間初創企業，八成仍在營
運，存活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科技園
更培育了約20家 「獨角獸」 企業，數量

之多，相比日本等一些傳統科技強國有
過之而無不及，令人驚喜。
為什麼香港創科近年大步躍進，
「獨角獸」 企業不斷出現？商湯科技負
責人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道出其中奧秘：
香港孕育 「獨角獸」 是從2015年開始
的，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給香港科學家
回信，明確支持香港創新科技事業發展
後，香港創科駛上了快車道，創造出又
一個 「香港奇跡」 。商湯科技就是其中
一個表表者，2014年在科技園成立，短
短8年間發展成為市值2000億元、為全
球500強企業中180餘家提供服務的大型
科企。
國家發展戰略令香港創科邁向 「黃
金時代」 ，類似商湯這樣的 「獨角獸」
將不斷增加，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將越來
越大。正如總書記在湖北所指出， 「如
果我們每一座城市、每一個高新技術開
發區、每一家科技企業、每一位科研工
作者都能圍繞國家確定的發展方向扎扎
實實推進科技創新，那麼我們一定能實
現既定目標。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起
這一光榮使命。」 香港，應當也必須承
擔起自己的光榮使命。



助力國家科技發展 香港肩負光榮使命

抗疫要克服麻痹思想
全球新冠疫情有反彈跡象，
受Omicron變異病毒株的影響，英
國過去一周新增確診個案大幅增
加，入院人數也為近年來新高。
新加坡本周二錄得逾萬宗確診個
案，較此前一日增加一倍。該國
衞生部長曾預告新一波疫情將於7
月至8月爆發，不料提前殺到。
外圍形勢嚴峻，香港抗疫壓
力驟增。昨日新增2004宗確診個
案，連日來人們擔心的日破2000宗
已成事實。分析發現，最近一周
日增1800例，較上周日增1200例，
增幅不小。多款變異病毒株都在
本港出現，令人憂慮。如果有一
天疫情呈爆炸式增長，並不會令
人驚訝。
香港上月底實施第二階段放
寬措施，市民社交活動增加，加
上社區傳播鏈一直存在，這是疫
情於本月初開始反彈的原因。港
大模型預測，此輪疫情將在下個
月達到頂峰。雖然目前大多數確
診個案為無症狀或症狀輕微，入
院、重症和需要深切治療的情況

保持平穩，但絕對不能掉以輕
心，必須做好各種預案。有關部
門昨日表明，已準備好2000張病
床，並有意重啟方艙等隔離設
施，以備不時之需。這是應有的
做法，但需要密切觀察，及時應
變，果斷施策。
與疫情第五波爆發前相比，
香港現時的抗疫條件有了顯著改
觀。得益於中央大力支持，本港
有足夠隔離設施和醫療設備，核
酸檢測能力提升，接種率也大幅
提升。但另一方面，抗疫兩年
多，社會上厭戰情緒蔓延，接種
率提升及第五波期間大量人群感
染，也令不少市民誤以為有了足
夠抗體，對疫情反彈不以為意。
問題是，抗體隨時間而下降，新
毒株更有免疫逃逸能力，令抗體
大打折扣。
新冠病毒還在繼續傳播，香
港抗疫不能倦怠，不能有麻痹大
意的心態，市民的生命和健康永
遠要擺在第一位。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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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回歸慶典 會展站今起封閉至明午二時

要聞

會展嚴密布防 採最高規格保安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呂俊明
鄭小萍
美術編輯：鍾偉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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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警方採取最高規格保安，近日已經在活動場地灣仔會
議展覽中心一帶嚴密布防，部分地區被封鎖，也不時有警員在
路上巡查。
25

▲警方加強在灣仔天橋及馬路上巡查。

大公報記者

架設大量水馬封路
警方昨日大致部署完畢，除了在會展
中心所在的灣仔北一帶路面架設大量水馬
封路，又在會展出口位置設置閘門，任何

▲警方在會展一帶嚴密布防。

無關人等不得出入。會展中心外經過的人
和車都需要接受檢查。金紫荊廣場亦完全
關閉，任何人不能進入。
灣仔、會展及金鐘等港鐵站內，也有
大批軍裝警員戒備及巡邏。今天清晨起至

明日下午二時，會展站將會封閉，東鐵綫
會正常行駛但不會停站，如果需要進出會
展的人士需要接受保安檢查。
會展半島所有道路，包括菲林明道天
橋北行線、龍和道等，接近東區一帶包括

耀星街都會封閉。
該區部分路段包括菲林明道、港灣道
等，則會間歇性封閉。遠離會展中心的外
圍道路或行人天橋亦有警員把守，確保安
全。



賀一誠訪港三日出席慶典
澳門特區政府代表團嚴格
按照香港特區政府的防疫
要求，在離澳前一周進行
健康監測及每天抗原與核
酸檢測，在港活動期間進
行閉環管理及檢測等防疫
措施。
在遵守嚴格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代表團結束行
程後將嚴格按照衞生局的要求，在第1、
2、4、7天接受核酸檢測，其間不參加不
能佩戴口罩的活動。

林
▼鄭 月 娥 期 盼 總 書 記 發 表 重 要 講 話 ， 為 特
區指明方向，助港再上新征程。

【大公報訊】記者梁淑貞
報道：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
（圖）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邀
請，昨日至7月1日訪港三天，
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
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澳門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許麗芳隨行。賀一誠昨
午抵港後，入住灣仔君悅酒店
閉環管理。
澳門特區政府昨晨在官方網頁宣
布，為參與是次意義重大的慶祝活動，

林鄭：期盼總書記為香港指明方向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期將結束，她前
日在社交媒體發表帖文表示，期盼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特
區指明方向。
她昨日以視頻形式出席天津市香
港商會的慶回歸25周年活動，在致辭
時指出，香港近年來經歷風雨，全賴
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
制度這兩大舉措，香港得以重回 「一
國兩制」 的正確軌道。

Fb發表任內最後一篇帖文

食環署民政總署
向市民派紀念品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周年，食環署及民政
事務總署昨日聯同販商代表
到訪多區公眾街市及小販排
檔區，向販商及市民派發紀
念品。發言人說，食環署及
民政事務總署昨聯同港九新
界販商社團聯合會，到灣仔
街市、黃大仙大成街街市、
荃灣楊屋道街市及旺角花園
街小販排檔區，向販商及市
民派發紀念品，以及口罩及
快速抗原測試套裝等抗疫物
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社交媒體
Facebook的專頁將於今日結束，她在
前日發表最後一篇帖文。她指出，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大日子，習近
平總書記將出席慶祝大會暨特區第六
屆政府就職典禮，彰顯中央對特區的
重視和關懷。
她又說，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
總結任內工作時，表示總書記五年前
在港的重要講話是她面對嚴峻挑戰時
的信心依靠；現在香港由亂到治，重
回 「一國兩制」 正確軌道，期待總書
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的
重要講話，為特區指明方向，助港再
上新征程。

她又指出，位於添馬政府總部的
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屬法定古蹟的禮賓
府是她這5年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這
裏的同事一直支持着其緊湊的工作節
奏，安排她的會議、活動、宴請、起
居飲食、保安等，勞心勞力，對於離
別在即，眾人都感覺有點不捨。

祝願全港市民生活美滿
她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並提
到運作5年、讓她發布超過600則帖文
的Facebook賬號亦將於6月30日結
束，希望藉着最後一則帖文，感謝每
一位留意其帖文的市民和不少留言分
享感受的讀者。最後，她祝福香港明

天會更好，祝願全港市民生活美滿、
事事順利。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天津市香港商
會 「邁進廿五載 津港續華章」 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祝活動。她在
視頻致辭時表示，香港經歷了這幾年
的風風雨雨，全賴中央制定香港國安
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這兩大舉措，
香港得以重回 「一國兩制」 的正確軌
道。
林鄭月娥又說，今年是香港特區
成立25周年，特區政府各個駐內地辦
事處正籌辦一系列慶祝活動，推廣香
港的多元優勢，期待在內地的港商港
人能積極參與、共同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