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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北京行程，昨日
上午與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共同出
席《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的安排》（《安排》）簽署儀
式，見證兩地簽署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的安排。王志剛表示，簽署
《安排》將推動內地與香港科技創新合
作邁入新階段，國家科技部將繼續與特
區政府做好兩地科技創新合作頂層設
計和戰略安排，以香港所長、服務國
家所需。

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全力、全
速發展創科，不斷為經濟注入新
動能，《安排》標誌着內地與香
港科技合作打開新篇章。

兩地簽《安排》加快建國際創科中心
李家超：全力推進發展 為經濟注入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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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冀港科學家可參與更多國家級科研





王志剛致辭時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
高度重視香港創科發展，去年視察香港時
重申黨中央對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部
署，以及對於香港助力國家科技發展的希
望。他又指，在新的歷史機遇下，國家科
技部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安排》，將推
動內地與香港科技創新合作邁入新階段，
有助香港早日建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
國家加快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發揮
更好的作用。

以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王志剛指出，國家科技部將繼續與特

區政府做好兩地科技創新合作頂層設計和
戰略安排，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支持香
港科研人員承擔更多國家科研項目，深度
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參與
實施 「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支
持香港發揮超級聯絡人作用，搭建國際高

科技交流平台，匯聚海內外優秀科技人
才。

深化合作創新資源共享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科技創新是香港

其中一個最積極、最主動發展的領域。從
工業生產、經貿金融，到醫療衞生和天文
地理，科創革新和人類福祉環環相扣，讓
發展動力生生不息。香港正全力發展創
科，不斷為經濟注入新動能。在香港創科
路上，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對接國家創新體
系，包括開放國家科技計劃不同項目，推
動內地大型科研設備與香港共享，以至安
排香港科研機構在內地的分支機構，可以
試點單位的形式，獨立申請人類遺傳資源
來港，為香港科研界開拓更多資源進行研

發。
李家超續說，中央多年來對香港科技

界高度重視。今天簽署的《安排》，就是
進一步推動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
重要一步。《安排》涵蓋深化兩地科研合
作、創新資源共享、成果轉化、人員交
流、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強化統籌協調
等很多重點，標誌着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
打開新篇章。他強調，香港正處於由治及
興的關鍵期。特區政府會全力、全速把香
港建設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創科中心，
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國
家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李家超昨日除了與科
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會

面，還拜訪了文化和旅遊部、海關總署和商
務部，與各部門領導就共同關注的事宜交換
意見。

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胡和平表示，香港特
區政府新設立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為打造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謀篇布局。李家超指
出，特區政府已就落實《十四五規劃綱要》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
訂下具體策略，香港會把握 「一國兩制」 帶
來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緊密聯繫世界各
地、東西方文化相容並蓄等特點，傳播中華
文化，說好中國和香港故事。

海關總署署長俞建華表示，長期以來與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環境及生態局和香港
海關等部門在便利通關、打擊走私、口岸開
放、檢驗檢疫等領域深入合作，並取得很多
成果。李家超感謝海關總署在香港與內地通
關過程中作出大力支持和協調，令通關順利
落實。

配合推動共建三地單一自貿區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指出，樂見香港特區

政府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全力拚經濟，
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努力尋找發展新機
遇。李家超感謝國家繼續支持香港加入
RCEP，並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尋求與各
RCEP成員早日展開磋商和討論，努力凝聚
各界各地支持香港加入RCEP的共識，香港
會繼續積極配合商務部推動內地、香港、澳
門共建三地單一自貿區，提升內地與香港貿
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特區政府會積
極響應和配合商務部促進消費及引進投資的
目標，共同為國家貿易發展注入新動力。他
亦期待今年十一月率團到上海出席第六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另外，李家超昨日在北京接受傳媒專訪
時表示，列席全國兩會聽取領導人重要講
話，是終生難忘的經歷，香港可以貢獻強國
建設，貢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是一
種榮耀。 大公報記者義昊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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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
日早上在北京拜訪國家

科學技術部王志剛部長，在行政長官和王
部長的共同見證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教授與科技部副部長張廣軍分別代
表特區政府和科技部簽署《內地與香港關
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安
排》（下稱《安排》）。

孫東局長昨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衷
心感謝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在創科上對接國
家創新體系。在國家的支持及行政長官的
領導下，香港將更好落實《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並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把握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全速實現將香港發
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宏大願景。在國家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科技自立自強的
道路上，貢獻香港智慧和力量。

兩地人才將更緊密交流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創新

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認為，這反映出中央
對香港創科發展的高度重視，相信兩地的
創科界人才會更加緊密合作，促進國家科
研更進一步發展。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表示，

《安排》中亦提及人員交流等重點。期待
可以解決內地人才來港的簽證問題，以及
來港發展的海外科研人才到內地交流的簽
證問題。同時，亦希望香港科學家和團隊
可以參與內地更多國家級科研項目，更進
一步融入國家科研發展。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鍾怡

《
安
排
》
涵
蓋
重
點

●

深
化
兩
地
科
研
合
作

●

創
新
資
源
共
享

●

成
果
轉
化

●

人
員
交
流

●

發
揮
香
港
國
際
化
優
勢

●

強
化
統
籌
協
調

▲河套區港深創科園和深圳科創園區共同組成的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成為港深科技合作的
創新示範區。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深化合作

北京行程

待客之道

龍眠山

旅發局公布，二月份香港訪
客達146萬人次，按月增加兩倍。
這是疫情爆發三年多來單月訪港
旅客首次突破百萬大關，令人欣
喜！其中內地客佔比75%，約110
萬人次，按月增約三倍。

事實證明，香港仍然是內地
客外訪首選目的地。一間國際諮
詢公司近日發布有關大灣區遊客
調查發現，疫情前，最多內地遊
客以香港為首選目的地；兩地通
關後，到香港旅遊的吸引力大
增，超過8成大灣區內地城市旅客
表示，有興趣在未來12個月內訪
港。調查還顯示，大灣區內地城
市遊客的平均消費預期超過4萬港
元，其中一半將花在奢侈品上，
而香港的醫療保健和金融理財產
品也具有競爭力。

由上可見2月份的旅遊人數增
加才是剛剛開始。特區政府為全
力催谷旅遊業，推出 「你好，香
港！」 等活動，大型展覽、音樂
節、體壇盛事等一個接一個。光
是三月份，就有Clockenflap、Art

Basel、Art Central等活動，也各有
捧場客。在內地旅遊網站上，有
關香港景點介紹、旅遊攻略等內
容琳琅滿目，五花八門。種種跡
象顯示，內地疫下三年未能出遊
而製造出來的 「飢餓感」 ，必將
形成報復性的旅遊消費，旅遊業
全面復常就在眼前，本港各行各
業將因此受惠。

背靠祖國14億人口的大市場，
香港旅遊業前景光明，但也不是
沒有隱憂。最近發生的內地網紅
在港單車失竊事件、銅鑼灣天價
藥店宰客醜聞，都影響遊客對香
港的印象。小紅書上，也一再有
內地客吐槽在香港講普通話受歧
視、茶餐廳服務態度不佳等，雖
說有些吐槽可能出於誤會，亦不
能排除有網紅炒作吸流量，但仍
然值得香港服務業引起重視。

重視待客之道，進一步改善
服務態度，為遊客帶來更愉快的
體驗，這是維護和提升香港旅遊
吸引力的不二法門。

香港法治不容破壞 外力干預注定徒勞
就外部勢力假所謂 「國際律師團

隊」 之名操弄黎智英案件，抹黑香港國
安法和香港司法制度，並濫用聯合國機
構企圖干預香港特區司法程序，特區政
府昨日發表聲明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
對。事實上，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
段的今天，不管外部勢力如何興風作
浪，也不管黎智英團隊如何勾結外力向
特區政府施壓，都是注定徒勞的鬧劇，
改變不了控罪事實，更影響不了香港的
司法獨立。

黎智英官司纏身，涉違反香港國安
法一案更是備受關注，除了黎智英涉案
本身性質嚴重，更因為此案審理遭到外
部勢力及其家屬的百般阻撓破壞。黎智
英兒子黎崇恩一直在海外為黎智英 「鳴
冤叫屈」 ，要求聯合國、國際社會出
面，乞求外力 「採取任何措施令黎智英
獲釋」 。一個以英國御用大律師為骨幹
的所謂 「國際律師團隊」 也在頻頻活
動，一邊美化黎智英是所謂 「民主英
雄」 ，一邊攻擊香港國安法 「嚴苛」 ，
誣指任何事情都有機會成為 「國安威
脅」 ， 「並可應用於任何人」 云云。究
其目的，就是通過妖魔化香港國安法，

營造黎智英在香港 「得不到公正審訊」
的假象，從而向特區政府施壓，達到讓
黎智英 「脫罪」 及逍遙法外的目的。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 「愛」 ，外部
勢力千方百計 「搶救」 黎智英，正好坐
實黎智英就是外國勢力在港利益代理
人。黎智英一案在香港公開審理，勢必
將黎智英勾結外力的重重黑幕一一撕
開，勢必將香港回歸後亂象不止特別是
2019年修例風波的內幕一一曝光，勢必
將外力操縱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發
動 「顏色革命」 的鐵證公諸於世。一切
陰謀詭計都害怕陽光，外部勢力對黎智
英案如此 「肉緊」 ，全力 「撈人」 ，就
是為了掩蓋這些年來操縱反中亂港勢力
在香港翻雲覆雨、利用香港作為棋子圍
堵中國的真相。

明乎此，就知道外部勢力為何瘋狂
攻擊香港國安法，瘋狂阻撓黎智英一案
的審理，企圖將司法案件政治化。黎智
英早前聘請在香港沒有執業資格的英國
大律師為其辯護，就是其計劃的一部
分；此計不成後， 「國際律師團隊」 公
然要求英國首相向中方施壓；當施壓失
敗，又欲將事件升級至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黎智英的名字也常見於美國的國會
聽證會，為黎智英粉墨化妝的宣傳品更
是屢見不鮮。

但今日之香港不是鴉片戰爭時期的
香港， 「治外法權」 早就一去不復返。
不管外部勢力如何巧言令色，如何干預
施壓，都是枉費心機。香港是法治社
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不會因為當
事人的背景、職業和政治理念而有不同
的對待。另一方面，基本法明文保障香
港特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
任何干涉；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
判，不受任何干涉。香港國安法則明確
規定依法保障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國
際公約適用於香港有關規定所享有的權
利和自由。黎智英案將得到公平公正的
審訊，違法者必然面對法律後果，這也
是展現香港法治成色的最佳機會。

圍繞黎智英案件展開的國際較量提
醒人們，外部勢力沒有停止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的圖謀，沒有放棄利用香港遏制
中國發展的長期戰略。香港進一步完善
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有利於鞏
固 「愛國者治港」 新秩序，有利於維護
香港由治及興的大好局面。

大公報記者 義昊北京報道

▲行政長官李家超（左二）和國家科學技術
部部長王志剛（右二）昨日在北京見證簽署
《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的安排》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