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建創科生態圈 激勵產學研協作
提升創業熱情 做好政策人才資金配套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
昨日出席領航 「9+2」 ．第三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
禮時表示，施政報告在吸引科技
人才方面，投入許多資源，是近
年所未見過的，香港要發展創科
生態圈，政府除了增加創科用
地，更重要是如何吸引優秀的人
才、公司入駐，重視生態圈的
「物種多樣性」 ，提升企業的創
業熱情，同時做好相關服務、照
顧好他們。香港立法會議員邱達
根稱，特區政府擬成立投資管理
公司，屬於長期投資，關鍵在於
撬動市場，而下一步是讓企業成
功。
大公報記者 劉鑛豪 李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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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第一台5G仿生機器人
是由路邦的香港團隊研發出來。路邦科技創
始人兼首席技術官麥騫譽表示，路邦作為科
技開發商，早在2018年已經與北京的中國移
動研究院，以及深圳的中興通訊5G實驗室，
共同研發出全中國第一台5G仿生機器人。成
功研發後，路邦把仿生機器人在 「一帶一
路」 沿線的亞洲、歐洲、非洲等不同的國家
都曾經作演示。例如到訪
非洲烏干達、尼日利亞，
及南非等國家時，由於得
到當地首長級的官員接
待，所以能夠通過產品演
示，顯示國家的科技實
力。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
前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
出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經
濟的一個重要支柱，路邦
科技希望在科研人才培育
方面付出一分力。事實
上，路邦的科研團隊都是

比較年輕的，他們都是要把自己的技術貢獻
給國家。正因為有這種想法，該公司先後推
出20個不同科技產品。這些產品已應用在香
港的醫療、教育、物業管理等不同的行業。

香港研發 東莞採購零件
路邦科技在2019年把公司總部設在香

港，並且早年已在灣區城市落戶。2017年、
18年路邦科技第一個落戶大
灣區的城市是深圳前海。那時
有一個港人港稅的優惠，並且
當地推出協助創科青年創業政
策。及後為了完善生態鏈，該
公司在東莞的松山湖設立分公
司，再後在廣州天河區設公
司。大灣區每一個城市都有她
的特點，路邦冀把不同資源整
合。公司總部設在香港，研發
團隊也在香港；東莞公司作為
採購中心，可以在當地採購零
部件；計劃在廣州培育人才，
建立良好的人才生態圈。

善用灣區資源 初創企攜成果外闖

▲麥騫譽表示，路邦的科研團隊
致力於把自身技術貢獻給國家。

查毅超指出，特區政府近年在
創科領域的資金投入是空前的，但
成功的關鍵在於生態圈的建立，這
需要產學研各方努力、團結一致才
能辦到。他透過講述親身經歷，強
調生態圈的重要性， 「前幾年與科
技園的同事出去考察，當地開出優
渥價碼吸引全球生物科技公司，初
時的確很多人才過去，創科氛圍十
分熱烈，但政府基金減少投入時，
這些企業也就陸續離開了。」

查毅超認為，無論科學園還是
數碼港，都只是在政策支持、基金
入駐的背景下搭建一個科創平台，
企業若要在競爭環境生存下去，最
重要的是具備自我循環能力，這就
有賴於生態圈的建立，系統內部相
互合作彼此扶持。

最新施政報告提出新增接近
250公頃土地作創科發展，主要涉
及五幅地，包括重啟馬料水填海計
劃及沙田污水廠搬遷後現址，以擴
建科學園；新界北的河套、落馬
洲、新田一帶也將整合為新田科技
城。

撬動私人市場投資科技
查毅超指出，除了增加創科用

地，還有其他重要的工作要做：一
是吸引優秀的人才、公司入駐，他
們之間會產生化學反應，自我驅動
快速成長；二是鼓勵百花齊放，重
視生態圈的 「物種多樣性」 ，提升
企業的創業熱情，同時要做好相關
服務、照顧好他們。

邱達根在同一場合表示，香港
的科技發展處於比較早期的時間
段，因為特區政府在2015年成立
創新及科技局，至今只不過是六、
七年的時間。香港科技領域投入方
面，在某一角度而言，特區政府前
期推進步伐稍微緩慢。創新及科技
局現時也轉變成為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正如查毅超所說，香港的創科
產業圈越來越大，同時生態圈發展
也越來越成熟。

科技發展是一項長期投資，科

技界很高興見到在最新一份施政報
告中，在創科領域提出一些突破想
法，對創科生態圈發展做了長遠規
劃，吸納業界提出的一些意見，使
本地科技公司更好發展科研技術。

他又稱，創科生態圈涉及不同
元素，例如人才、資金、科技研發
等，科技園在這些領域都起到促成
作用。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計劃在 「未來基金」 撥出300
億元，設立 「共同投資基金」 ，更
好地結合長期投資，從而帶動私人
市場參與，這是構築生態圈的一個
做法。

邱達根認同，不能永遠依靠政
府 「掏錢」 發展科技產業，而要想
方法怎樣撬動私人市場，推動市
場。當科技企業的發展取得成功，
他們可以推動下一代初創企業發
展，做到薪火相傳。

正如一些學者提到，本地科技
企業如何與大學做到更好的產專業
相結合。過往在這方面可能有一些
不足或欠缺之處。大學專注在院校
內進行研究，科技企業與大學的結
合存在一些距離，包括科技成果轉
化。施政報告提出設立的100億元
「產學研1+計劃」 ，由明年開始

以配對形式，資助不少於100支有
潛質成為初創企業的本地大學研發
團隊，分兩期完成其項目，目標是
激勵產學研協作，推動 「從一到
N」 的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發展。

人才方面，國家現在正走上科

技強國的發展道路，香港配合國家
吸引國際人才，這是香港一個很重
要的義務。香港過去在吸引國際人
才方面有很好的基礎，不管在金融
及其他行業都有很多人才到香港。
人才怎麼吸引進來的，施政報告有
很多篇幅論述。香港目前正處於轉
折點，在理論科技發展情況下，香
港針對突破口制訂政策。

促進科研成果商業化
邱達根表示，香港過去幾年確

實有不少成功的科技公司，現在已
有超過10家獨角獸。當然科研轉化
仍有許多壁壘需要破解，特區政府
對此十分了解，所以在施政報告
中，推出相關建議。科技界永遠希
望特區政府投入更多資金作科技研
發。特區政府撥出1500億元，在
五、六年時間分批投入用於科研；
而深圳政府則在一年內投入
1300、1400億元人民幣用於科
研。因此，香港仍然有很大空間投
放更多資源發展科技。

此外，特區政府投入於科研比
較多，私人企業投入科研還比較
少。特區政府毋須包辦所有事情，
只需要做促進者，帶動個人及專業
投資者參與科研投資，畢竟他們的
眼光較政府更準，例如通過政策促
進科研成果轉化。特區政府推出轉
化平台，通過平台推動更多的專業
投資者參與，讓大學科研團隊更好
把研發項目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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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左四）、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左三）、香港理工大學鍾士元爵士
精密工程教授容啟亮（右二）、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賈偉（左二）、路邦科技創始人兼首
席技術官麥騫譽（左一）昨日出席領航 「9+2」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

賈偉：港高校資源豐富 助力中醫與科技結合
【大公報訊】在兩地的抗疫過程中，

中醫藥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
治療 「長新冠」 方面，中醫的調理效果明
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賈偉
指出，香港在中醫科研領域有其自身的獨
特之處。譬如，不少中醫學院的老師也都
具備西醫背景。在同一個屋簷下，不同學
科交叉融合，容易迸發創新思想、產生創
新成果。

融合中西醫學 迸發新思維
賈偉提到一個案例，前些年他主導的

糖尿病臨床研究，在針對1500多個病人
的大數據分析中發現，其身體中都缺少了
一樣小分子代謝產物，即豬膽酸。豬膽酸
是豬膽汁酸的主要成分，在人類膽汁酸中
濃度較低，但與糖尿病症狀明確負相關。
他續稱，病人體內的豬膽酸含量越低，通
常病情就越嚴重。 「即便是正常人，如果
豬膽酸水平比一般水平低的話，也會預示
着未來罹患糖尿病的風險很大。」

其實有關豬膽酸與糖尿病的聯繫，早
在四百多年前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
就有記載，寫明豬膽是可以治療消渴症

（古人對糖尿病的稱呼）的。賈偉分析，
豬其實是很奇特的哺乳動物。 「牠平日裏
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規律很不
健康，按理說是最容易得糖尿病的，但現
實情況卻並非如此，這裏面就是與豬膽酸
的功能有關。」

賈偉直言，該項目就是中醫與現代科
技結合的成功典範，其中既有中醫典籍的
指引，也須借助精密儀器與大數據技術。
在此基礎上誕生出兩項創新成功，一是通
過對正常人血液中豬膽酸含量的檢測，準
確判斷未來罹患糖尿病的風險有多大；二

是研發含有豬膽酸的糖尿病治療藥物。據
悉，相關新藥已處在臨床試驗階段。

賈偉另一個身份是繪雲生物創始人，
該公司總部設在深圳，他透露正考慮在香
港成立分公司。賈偉表示自己曾在美國北
卡羅來納州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 「北卡
擁有全美最成功的科學產業園區之一，關
鍵就在於得到了當地三所大學支持。」 其
實香港的高校資源比北卡更為豐富，有五
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大名校排名，若特區政
府堅定 「決戰科技發展」 的信心，則看好
香港科技產業的前景。

嘉賓言論重點
香港立法會議員 邱達根
•國家正走上科技強國的發展道路，香港配
合國家吸引國際人才，這是香港一項很重
要的義務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查毅超
•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在創新科技領域投入的
資金力度，是他個人在過往沒有見過的

•發展創科產業，需要建設生態圈，政府投
資是一個開始，做好創科生態圈的開端

香港理工大學鍾士元爵士精密工程教授 容啟亮
•香港能夠在精密工程技術做好，對國家有
很大貢獻

•香港專才發展空間不會局限於本地，需要
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內
地城市融合，讓本地的科研成果，輻射至
整個大灣區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 賈 偉
•香港高校資源豐富，有五所大學躋身全球
百大名校，希望特區政府堅定信心，香港
科技產業的前景將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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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偉看好香港科技產業的前
景。

學者倡加強科研理論 發展核心基礎技術
【大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鍾士元爵士

精密工程教授容啟亮認為，香港在科研理論
方面需要進行更多研究，特區政府應該更加
着意發展核心基礎技術。他
稱，核心技術並不限於晶片生
產範疇，精密機械人、精密儀
器也是核心技術。事實上，許
多科技應用需要核心技術作為
支撐。譬如晶片，這個領域需
要許多精密儀器配合；又如生
物科技領域，也需要精密儀器
配合。香港能夠在精密工程技
術做好，對國家有很大貢獻。

隨着大灣區融合，容啟
亮指出，香港有許多專才，他
們發展空間不會局限於香港，

需要較大的發展空間，所以香港與大灣區其
他城市融合，把自身科研成果輻射至大灣
區。此外，大灣區人口9000萬人，但高等院

校、大學數量並不多。在
大灣區終身學習、終身培
訓方面，香港要更積極更
主動，推動大學在大灣區
設立分校，協助大灣區居
民提升能力，鼓勵他們終
身學習，大灣區精英日後
也可以來港工作，使大灣
區轉化為智識型社會，打
造智識型經濟，之後可以
再輻射至更遠地方，大灣
區發展好，香港也可以得
到提升。

▲容啟亮建議香港在科研理論方
面進行更多研究。

▲查毅超希望政府施策提升企業的
創業熱情。

▲邱達根認為，科企成功後可以
推動下一代初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