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偉綸：有信心選出合適航天人選
籲港科學家踴躍報名 為國家貢獻力量籲港科學家踴躍報名 為國家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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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荷專家主要負責開展太空實驗或試驗研
究、操作和使用太空實驗設備、配合飛行乘組其
他航天員開展站務管理等日常工作。特區政府將
安排是次載荷專家的初選工作，招募期為10月6
日至27日，進一步選拔由內地進行。初選主要透
過11間本地大學、政府五所研究中心、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數碼港和科學園園區內的科研機構或
企業、政府部門和醫院管理局進行。

合適人選交中央進一步遴選
麥德偉說，這次初選有兩個範疇，首先是招

募滿足國家基本要求的合適人選。若申請人符合
相關基本要求，政府會盡快安排體格檢查。在這
些條件都通過的情況下，政府會盡快把相關資料
遞交給中央。中央會進行進一步遴選。

是次選拔申請人年齡須介乎30至45歲，有
特定體格要求，以及要在相關的專業領域擁有博
士學位，並且專業經驗不少於三年。麥德偉說，
載荷專家在太空做實驗時需操作一些精密儀器，
所以需對整個實驗流程有深入的了解，並且要時

刻準備應對突發情況。
被問及澳門公布的選拔標準包括考察病史，

香港會否有同樣要求，麥德偉說，除了知識儲備
方面，申請人亦需滿足一定的體格要求，包括身
體健康、非過敏體質、沒有可能影響飛行服務的
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心理健康等。特區政府會
將體格檢查交由專業人士評估後，再將所有資料
交給國家。 「我們的要求是和澳門一致的，也是
和國家一致的。」

至於是否某些專業的研究生更容易被選中，
孫東表示，太空探索是人類新的課題，在各個領
域都需要不斷的探索。不存在某一專業優於另一
專業，只要滿足要求的專業人士都可以報名。

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估計競
爭激烈。黃偉綸表示，目前沒有具體的選拔人
數，但香港有對航天事業懷揣夢想的年輕人，今
天有這個難得的機會， 「我們有信心可以選拔出
最適合的、優秀的人才。」

載荷專家初選要求是符合國家統一的選拔標
準。初選過後，國家會有更加嚴謹的判斷依據。
黃偉綸續說，每個人的經歷不一樣，政府會仔細
審核每個案例。 「我們呼籲所有符合資格的人士
直接報名，我們會有適當的專家做評估審核。」

這個機會，以前想都不敢想！

▲國家在港選拔航天員，激發青少年太空夢。圖為本
港過往曾舉辦的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資料圖片

國家展開第四批預備航天國家展開第四批預備航天

員選拔工作員選拔工作，，並首次在港澳選並首次在港澳選

拔載荷專家拔載荷專家，，讓香港市民有機讓香港市民有機

會參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會參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負負

責相關宣傳教育及初選工作的責相關宣傳教育及初選工作的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創新科技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及常任秘書長麥德偉於昨日接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及常任秘書長麥德偉於昨日接

受受《《大公報大公報》》專訪專訪，，黃偉綸表示黃偉綸表示，，本港基礎科研本港基礎科研

實力雄厚實力雄厚，，有不少科研人才有不少科研人才，，有一定的信心有一定的信心

可以選拔出合適的人選可以選拔出合適的人選。。他呼籲所有符他呼籲所有符

合條件的科學家抓住機會合條件的科學家抓住機會，，踴躍報踴躍報

名名，，為國家貢獻力量為國家貢獻力量。。

大公報記者鍾怡大公報記者鍾怡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中）、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左）及常任秘書長麥德偉（右）接受《大公
報》專訪，鼓勵港青報名參加載荷專家選拔。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引進尖端人才企業 加大投入航天科技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國家航天事

業迅速發展，而香港亦應以自己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未
來會繼續引進海內外尖端人才、企業留港發
展；而相信研究資助局亦會繼續支持航天相關
研究。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表示，政府亦會在
10月中、下旬起陸續舉辦航天展覽。

孫東表示，政府未來會加大投入航天科
技，比如利用自身國際窗口的優勢，建立科創
基地，輸出海外。同時，引進海內外尖端人
才、優秀企業，留港發展。 「香港科學園近幾
年已經引入了幾家與衛星和航天科技產品相關
的企業，今後我們會繼續加大力度。」

陸續舉辦航天展
談及本地人才培養，孫東說，香港目前已

有三所大學，建立與航天科技相關的課程，這
些都離不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支持。他相
信研究資助局今後會繼續支持和航天科技有關
的研究，比如科學、工程學等。而創新科技署

亦會支持更多的應用科技，加速產業落地。
特區政府之後亦會舉辦一系列航天科普活

動，加深市民對航天的認識。黃偉綸說，教育
局接下來會鼓勵中小學舉辦不同的講座、展
覽，以及與航天有關的問答比賽等；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亦會在社區舉辦特色活動。

黃偉綸續說，本月中、下旬開始會
陸續有航天相關的展覽，供市民參
與，比如創新科技嘉年華；而在團
結香港基金會將於12月舉辦的第四
屆 「創科博覽」
中，也會展示祝融
號模型、航天員裝
備等航天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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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後的某一天，神舟飛船裏將會首次有
來自港澳特區的載荷專家，與來自內地的航天員
一起飛向中國空間站……港澳同胞上太空，不再
是遙不可及的夢，很快將會成為現實。

10月2日，中國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近
期將展開國家第四批12至14名預備航天員選拔，
並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消息傳來，立
即在香港、澳門特區引起巨大的反響。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這是振奮人心的喜訊，極
具歷史性意義，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愛、支
持和信任。

港澳同胞能與內地航天員同上九天攬月，得
以圓夢太空，這是共享民族復興偉大榮光的具體
表現。航天科技水平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具
體，往往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從

之前在地面上參與部分技術和裝置的研發工作，
到此次有機會參與選拔，有機會搭乘神舟飛船，
前往中國空間站從事科研工作，這標誌着港澳同
胞漸次深度參與如此關鍵的國家戰略項目，以自
己的智慧與才幹投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航
天強國的建設中作出港澳貢獻，的的確確與有榮
焉。

國家面向港澳招募載荷專家，勢必在港澳再
次掀起航天熱。對於港澳青年來說，當他們看到
自己的同輩中人有機會實現太空夢，必然會對國
家產生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航天熱還會
激勵更多的港澳青年投身國家科研項目，讓特區
的科技力量深度參與航天事業，此舉必將加速香
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進而促進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助港澳同胞實現航天夢
祖國喊你一起上太空！

央視
熱評

十幾年來，國
家航天事業對香港
的逐漸開放，點燃
愈來愈多港青對航

天的熱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表示，這次機會是國家對
香港在航天科技領域多年來努力
的認可；而香港亦可以藉此機
會，讓航天科技產業落地，為國
家的科研事業作貢獻。

孫東憶述，早在15年前，
香港就組織本地青少年去內地
酒泉參觀衛星發射地。後來，
香港航天發展逐漸興起，包括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創立、香港
成為國際宇航聯合會成員等。

最近幾年，本地大學的研究團
隊亦積極參與國家的多項航天
任務，比如為國家首個火星探
測任務 「天問一號」 ，和月球
探測任務嫦娥四號、嫦娥五號
等提供支持。2021年，香港更
發射了自己的第一顆衛星──
金紫荊一號。

香港還沒有北斗衛星系統
國家首次在港選拔載荷專

家，正是對香港多年來努力的認
可。孫東說： 「這個機會是香港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變成
了現實，可以激勵更多港青學習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EM）。同時，今後也會有
更多的科研經費投入支持相關研
究，並加強與內地合作，產生更
多機遇。

孫東續說，香港可以藉這個
契機讓航天科技產業落地，成為
再工業化建設的一部分。以北斗
衛星為例，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去年產值達到四千億元人民
幣，2025年計劃達到一萬億元
人民幣。國家重視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但香港還沒有自己的相關
系統，如果能利用本地科研優
勢，將這部分產業做起來，相信
會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

大公報記者鍾怡

特寫

智方便便利港人灣區發展乘勢而上大力發展香港航天產業

龍眠山

為推動大灣區發展及跨境電
子政務應用，特區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正積極與廣東省政務
服務數據管理局合作，研究以
「智方便」 作為 「廣東省統一身

份認證平台」 實名身份認證渠道
之一，一旦時機成熟，港人就可
透過 「智方便」 使用廣東省的政
務服務，方便快捷。這對希望到
大灣區發展的港人來說，無疑是
一個好消息。

「智方便」 是特區政府於兩
年前推出的 「一站式」 個人化數
碼政府服務流動應用程式，現時
提供20多項網上服務，包括繳交稅
款、水費、學費、續領牌照費及
存儲新冠疫苗電子針卡等。截至
今年9月， 「智方便」 平台登記用
戶已達155萬人，其中54萬人為
「智方便+」 的用戶，累計用量超

過2400萬次。
隨着更多政府部門提供 「轉

數快」 繳費服務，更多市民登記
成為 「智方便」 用戶，業界日漸
了解到 「智方便」 帶來的好處，

會推動部門採用 「智方便」 簡化
作業流程。而 「智方便」 提供跨
境服務，既是共建大灣區的大勢
所趨，也是特區政府銳意發展香
港智慧城市的應有之舉。雖然疫
情之下，兩地的人員交流受阻，
但一旦恢復通關，大量港人北上
就業、創業或消費， 「智方便」
就可以大派用場。

正因為 「智方便」 承擔打通
跨境電子政務及商貿服務的重要
功能，市民對 「智方便」 也就有
了更高要求。毋庸諱言，現時
「智方便」 的下載量未如理想，

真正用戶更不足香港人口的一
成，除了 「數碼鴻溝 」 的老問
題，用戶體驗不佳也是原因之
一。例如，在下載平台， 「智方
便 」 的評分較低，有市民認為
「智方便」 仍然 「不夠方便」 。

這足以提醒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在優化平台用戶體驗方面，還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國家首
次在港澳選拔航天載荷專家，立即 「燃
爆」 香港輿論，連日來，電視、電台、
報紙、網絡無處不在討論這個熱門話
題。對特區政府來說，接下來不僅要全
力協助和配合人員選拔工作，更要趁熱
打鐵，把這一活動變成推動航天教育、
科學研究和產業發展的重大契機，以己
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實現自身更
大發展。

港人全城沸騰、關心國家航天事
業，從2003年航天英雄楊利偉訪港開
始。其後，香港青少年多次組團去內地
酒泉等衛星發射地參觀，香港院校也紛
紛建立起與航天科技相關的專業，包括
理大、科大、城大等不斷加強相關學生
的培養。在科研方面，香港創科基金為
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資助，包括生物醫
學、機械工程等。最近幾年，航天科技
產業開始興起，成立了香港航天科技集
團，香港亦加入 「國際宇航聯」 ，第一
顆屬於香港的衛星也於去年成功發射。
香港科學家參與天問一號、月球取壤等
國家重大航天任務，更是家喻戶曉。可
以說，伴隨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香港

在航天教育、科研、產業方面也實現了
從無到有的跨越。

國家今次選拔載荷專家一共只有2
名，何止是千裏挑一，更是萬裏挑一，
但不管競爭如何激烈，港人實現 「太空
夢」 已經由過去的不敢想像，變成了近
在咫尺的機遇。這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
一貫支持、關愛和信任，同時也是對香
港科研實力的肯定，必將激發更多香港
年輕人的創科熱情。特區政府正好借此
東風，因勢利導，加強STEM教育。投
身創科一樣有發展前途，一樣可實現理
想，長遠而言，這會改變香港社會、家
長對孩子成才的期望，拓寬香港青年的
擇業方向，對香港經濟轉型、可持續發
展大有助益。

港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國家航天事
業，對香港科研發展也是一大推動力。
過去，香港創科確立了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四大發展範
疇，現在完全可以加上航天科技這一
塊，變成五大領域。國家給了香港機
會，不能錯過，香港也有這個實力，有
這樣的人才。香港創科基金今後還會把
更多資源投入到相關領域，支持相關研

究，並不斷深化與內地的合作。
實現香港航天科技產業化，是未來

的一大方向，這與香港推動再工業化、
北部都會區發展相輔相成。當香港的航
天產業不斷壯大，國際創科中心的內涵
將更豐富，地位將更穩固。國家有完整
的航天產業，香港引入一部分，就有一
個很好的平台。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優
勢，引入國際人才。

不可不知，航天產業大有 「錢
途」 ，單是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到2025
年有機會達到一萬億人民幣的年產值，
而目前香港仍未有自己的北斗衛星導航
應用系統。正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所指出，香港只要將北斗的一部分
做起來，哪怕只做到年產值一千億，也
相當於香港GDP上升一個百分點，也是
一個巨大的產業。

國家在港選拔載荷專家再次掀起全
城航天熱潮，成為香港STEM教育、科
研、產業發展的重大機遇，說明國家是
香港堅強後盾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看
得見、摸得到的事實。香港的未來在於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發展創科事
業，香港年輕人的未來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