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對港青寄予厚望 全城振奮
議員議員：：港人征空夢成真港人征空夢成真 增國家民族認同增國家民族認同

機遇機遇
把握把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琳表示，中央政
府向來關心香港青年的發展，一直想方設
法開放更多渠道，給予青年人更多發展機
會，幫助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琳認為，是次國家航天局向香港開
放招募載荷專家，是繼惠港八條及輸送中
國香港青年身份派駐國際組織後的一大亮
點措施，充分體現出中央對香港青年的厚
愛。是次招募，讓港青的航天夢由過往的
夢想，變為現在可創造無限的可能。她期
望國家能繼續出台勉勵香港青年積極投身
國家建設的項目，讓港青乘着國家發展的
巨浪，成就自己更美好的未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聽到消
息後十分高興，感謝國家於 「十一」 國慶
的大日子回應港人期望，形容這份國慶禮
物讓夢想成為太空人的港青有機會夢想成
真。

港青獻力 提升科研興趣
梁熙認為，香港青年有機會參與引以

為傲的國家航天任務，除可提高他們對創
科研究的興趣，亦為他們上一課愛國教育
課，培養民族認同感。他希望未來有更多
航天相關任務，可讓港澳青年參與獻力，
加強科學人才及技術的交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表示，中央在
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是一個極大的喜
訊，可見中央一直重視香港青年的發展，
全力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共享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榮光的具體體現。
他又說，隨着國際和平太空站壽命即

將完結，世界各國爭相希望加入中國航天
太空站計劃，正在努力學習中文積極接受
訓練。在這種情況下有港人若能成為航天
員，進入太空站工作，是香港的榮耀與驕
傲，並有助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科技，積
極推動本港創科產業發展。

彰顯對港澳科學家高度信任
香港及英國特許工程師、立法會議員

張欣宇表示，國家的航天事業不僅需要宇
航員，也需要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認為
國家向港澳招募航天載荷專家意義非凡，
不僅體現了 「一國兩制」 下港澳所擁有的
獨特機遇、反映港澳在科研方面的實力，
更彰顯了國家對港澳科學家的高度信任，
相信港澳能夠為國家航天事業做出更大的
貢獻，香港青年一代的太空夢想不再遙
遠。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指出，相關
措施對眾多擁有 「航天夢」 的香港青少
年，以及專注在航天相關專業的科研人員
來說，是一份振奮人心的國慶禮物，同時
為香港教育界注入課程新方向和動力。他
相信教育界將推廣不同課程，加深香港市
民及青少年對中國航天科技發展、太空探
索等的認識和興趣，啟迪更多青少年成為
推動及發展創新科技的追夢者，並栽培更
多有志國家航天事業發展的人才。

代表委員：國家肯定香港科研水平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多名代表

委員表示，國家在港選拔載荷專家，既體現
了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關心，同時也是對香港
科研水平的肯定。他們呼籲符合條件的青年
科學家把握機遇，踴躍報名。

為科研人員提供巨大發展平台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表

示，國家航天局宣布關於面向港澳開放招募
載荷專家擔任航天員職位的新措施，體現出
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關心，為香港的年輕科研
人員提供了巨大發展平台，令市民倍感鼓
舞。她說，當前香港有不少年輕人有志投身
航天事業，而本地大學科研基礎雄厚，過去
亦積極參加國家航天事業，曾助力探月和火
星探索任務，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香港還會
在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黨副主席陳曉
峰表示，國家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讓

青年人更有信心追逐航天夢，實現理想。
陳曉峰表示，一般而言國民需要參軍才

能有機會成為航天員，過去STEM等科技發展
教育工作常與青年人交流，不少青年人對於
國家航天科技發展十分羨慕，太空站的航天
員更多次與香港學生作演講，進一步激發起
青年人成為航天員的興趣，以及增強港人對
國家民族認同感。

籲把握機遇 踴躍報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說，回歸以

來，國家積極為香港科創人員提供平台，令
他們有機會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建設。是
次在香港選拔載荷專家更是別具意義，既體
現了國家對香港科研水平的肯定，同時反映
出中央對於香港青年的重視。

吳亮星呼籲符合條件的青年科學家把握
機遇，踴躍報名。他又深信這將大力推動本
港科創產業的高速發展。

▲今年1月1日的 「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 ，香港大學會場內同學們興奮地揮
舞充氣棒，為航天員打氣。 中新社

▲三名國家航天員在空間站與香港學子實時連線交流，分享航天員成
長的難忘經歷和飛天感受。 中新社

圓夢
太空

在空間站建造和應用發在空間站建造和應用發
展期展期，，會有更多飛行任務會有更多飛行任務，，
也會有更多年輕人有機會實也會有更多年輕人有機會實
現遨遊太空的夢想現遨遊太空的夢想，，去探索去探索
宇宙的奧秘宇宙的奧秘。。

神六、神十、神十二航天員
聶海勝

國家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國家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

航天員選拔工作航天員選拔工作，，並首次在港並首次在港

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多名本多名本

港立法會議員表示十分興奮港立法會議員表示十分興奮，，

形容這是國家送給香港的一份形容這是國家送給香港的一份

國慶節大禮國慶節大禮，，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體現了中央對香港

青年的厚愛與厚望青年的厚愛與厚望。。

他們說他們說，，此舉令港青的太空夢不再遙遠此舉令港青的太空夢不再遙遠，，

相信將有更多人投身科技研究工作相信將有更多人投身科技研究工作，，以及以及

進一步提升港澳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認同進一步提升港澳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認同

感感。。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義義 昊昊

◀今年7月24日14時22分，搭載問天實驗艙
的長征五號B遙三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
天發射場準時點火發射，約495秒後，問天
實驗艙與火箭成功分離並進入預定軌道，發
射取得圓滿成功。 新華社

推動香港全面復常

龍眠山

第二期消費券如期發放，為
市場注入150億元的消費力。適逢
國慶節、重陽節和周末長假，濃
濃的節日氣氛提升了消費意欲，
街頭人流不息，商場熙熙攘攘，
食肆前大排長龍……如此熱鬧場
面，彷彿回到疫情之前。

財 政 司 司 長 陳 茂 波 發 表 網
誌，提及消費券在刺激市道和提
振經濟方面，效果立竿見影。在
推動普及和深化電子支付方面，
消費券也達到政策目的，隨着更
多消費者和商戶接受電子消費，
網上交易額增長，有助開拓更多
消費渠道和新市場。

但陳茂波提醒市民，消費券
拉動經濟作用是有限的，因為零
售市場始終受到大環境影響。環
球局勢多變，地緣政治緊張、供
應鏈未恢復、通脹高企、主要經
濟體連番大手加息，種種因素令
人擔心環球經濟進入衰退，本港
股市樓市雙雙受壓，都會影響市
民的消費信心。在這種情況下，
即使香港不斷推出放寬措施，與

國際通關，但對香港經濟的整體
提振作用不宜高估。

香 港 總 商 會 總 裁 梁 兆 基 直
言，就算香港實施 「0+0」 入境安
排，仍不是完全復常；只有與內
地通關，香港才是完全復常。

香港是小型經濟體，但香港
背後是內地龐大市場，香港扮演
着內通外聯的橋樑角色，這才是
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所在。香港
遲遲未能與內地通關，難以發揮
自身優勢。另一方面，新冠疫情
加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內地市
場規模逐漸趕上美國，香港需要
調適自己的定位，如果說過去在
服務內地和國際市場方面 「平分
秋色」 ，今後要因應市場需要強
化自身特色。香港的未來在於進
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時
代發展的必然。

只有實現雙向通關，才能提
振香港經濟。要達到這個目標，
香港在穩控疫情方面須繼續努
力！

中央關愛支持 港人實現太空夢
在香港市民共賀國慶佳節之際，國

家又向香港送上一份大禮。昨日，中國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第四批預備
航天員選拔工作已經啟動，並首次在港
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這意味着，香港
的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有機會成為 「太
空人」 ，遠征浩瀚的星辰大海！這是振
奮人心的喜訊，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
愛，也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科研實力的充
分肯定。接下來特區政府要全力配合好
選拔工作，符合條件的科研人員更要把
握好機會，實現太空夢想，貢獻國家航
天事業。

從2003年中國首位進入太空的航天
員楊利偉訪港開始，何時會有 「港產太
空人」 就成為香港社會的話題，也成了
許多港青的夢想。但要實現這個夢想並
不容易，前三批航天員都曾是軍隊飛行
員，有過硬的身體質素和太空駕駛技
術，顯然港人很難具備。但選拔第四批
航天員，情況有了變化。此次共選拔多
名預備航天員，包括航天駕駛員、航天
飛行工程師和載荷專家，而載荷專家更
是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這標誌着，
「太空之門」 已經向香港市民打開。

事實上，內地並非沒有載荷專家這
方面的人員，恰恰相反，內地各大學及
研究機構有着大量頂尖的科研人員，以
往選拔時，往往是千裏挑一甚至萬裏挑
一。

但中央決定向港澳地區開放選拔，
正是出於對香港的無比關愛，對港青
「太空夢」 的支持，也是對港人愛國情
懷的高度肯定。這和過去航天英雄訪
港、院士擔任 「榮譽教師」 ，乃至支持
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等舉措一樣，體
現了中央對香港格外厚愛！

另一方面，國家在香港選拔載荷專
家，也充分反映了中央對香港創科實力
的肯定。事實上，國家航天事業飛速發
展，嫦娥攬月、蟾宮取壤、天問奔
火……都凝聚着香港科技工作者的心
血。香港理工大學在這方面獨樹一幟，
參與國家多項太空探索任務，理大精密
工程講座教授容啟亮、理大土地測量及
地理信息學系教授吳波，是其中最閃亮
的科技明星。

可以說，香港有這方面的科研實
力，也有這方面的科研人員可供選拔。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港人從

未缺席，港人參與國家太空任務，正是
「以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 的又

一生動體現。
此次航天員選拔，具有重大的歷史

意義。特區政府一方面要全力做好配合
工作，確保中央政策落實到位；另一方
面也要善用機會，做好創科工作及相關
推廣工作。例如，舉辦一系列航天科普
活動，加深市民的認識及興趣等等。更
重要的是，要出台更多有利於創科發展
的政策，因勢利導，鼓勵更多年輕人投
身創科事業。而香港的創科界更應該把
握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乘勢而上推動
香港創科發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
里。」 香港青少年擁有美好的航天夢，
這個夢曾經如此遙遠。如今，在中央的
關心和支持下，夢想成真！更重要的
是，這是香港提升創科發展水平的重要
機遇。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在特區政府
及社會各界努力下，香港的航天科技將
有光明的未來，也將令香港成為引領大
灣區，以至世界的國際創科中心。我們
期待，不久後的 「神舟號」 飛船，將出
現來自香港的載荷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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