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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各級人才、高新技術企業享優惠補貼

■ 林鄭月娥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
匯報專訪
， 介紹深港合作加
快推進大灣區創科協同發展
大計。
大計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發展
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力。」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特別強調了人
才和創新的重要性。近年來，深圳多次改革人才制
度，推出了多項吸引人才的政策。從減免個稅、獎

金補貼、人才安居住房和保障子女教育等多方面構
建了一整套引才的服務體系。
近年來，深圳為引進高層次人才出台了多條政策措
施，深圳市政府實施了「十大人才工程」，特別推出
了「人才工作條例」等文件。在深圳市吸引高層次人
才的政策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孔雀計劃」以及各區

相配套的對於人才的直接資金補貼政策。在《2020
年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孔雀計劃)認定及補貼優惠
政策》中，仍將「孔雀計劃」人才分為 A 類、B 類、
C 類。深圳市分別給予 300 萬元（人民幣，下同）、
200 萬元、160 萬元直接獎勵補貼；此外，相應的深
圳各區也出台了對人才的激勵政策。深圳龍華區、寶

安區、光明區、坪山區、大鵬區等分別推出引才計
劃，在深圳市級資金補貼的基礎上按照 1：1 比例，
最高補貼也為 3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孔雀計劃」A
類人才落戶在相應區可拿 600 萬元補貼。鹽田區的政
策獎勵數額更高，為 600 萬元。「孔雀計劃」A 類人
才落戶鹽田最高可拿900萬元補貼。

深 圳 市 對 高 層 次 人 才 補 貼 政 策（人 民 幣）
■深圳大量興
建人才公寓以
招攬天下人
才，在深工作
的香港專才可
申請居住。
資料圖片

資金補貼及獎勵
深圳市孔雀計劃人才：
A 類、B 類、C 類，深圳市分別給予 300 萬
元、200 萬元、160 萬元直接獎勵補貼。

人才購房補貼

子女入學
1、 國家級領軍人才子女申請就讀深圳市義務教
育階段學校和高中轉學的，可在市區範圍內
選擇一所學校申請就讀
2、 地方級領軍人才子女申請就讀深圳義務教育
階段學校和高中轉學的，按就近入學原則和

1、國家級領軍人才每年15萬元，總額75萬元
2、地方級領軍人才每年10萬元，總額50萬元

2020 年 10 月

3、後備級人才每年8萬元，總額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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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強調灣區優勢互補共推創科發展

港深攜手攬人才 研推聯合政策包
香港要加快發展創科，必須與毗鄰城市強強聯手，並
且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人才。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與

深圳其實已經自成整條科技產業發展鏈，並有各自的優
勢。她指出，香港有四五間大學在全球百強內，在高等教
育、基礎科研有優勢，同時亦有很傑出的科學家；而要將
科研成果轉化，就是深圳的強項，深圳有先進製造業，做
成熟的產品很快。這就是港深的發揮互補優勢。

吸引遭美無理針對人才回流
而在創科產業融資方面，同樣是香港的強項。林鄭月
娥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兩年前在上市方面做了
重大改革，吸引一些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同股不
同權的科技公司，以及一些內地企業海外上市之後返香
港二次上市，「我們毗鄰的兩個城市可以為創科企業提
供全面的服務，我覺得這個是大有深化空間的領域。」
創科發展的要素之一就是競爭人才。林鄭月娥表示，
在中美摩擦的現狀下，美國採取一些很不合理的態度和

政策，針對在美國的華人甚至內地的企業，「這是一個
好的契機吸引他們回來，吸引他們回來上市，也包括吸
引在美國大學的科研人才回香港或者深圳發展。」
有見中央給深圳的 27 條改革舉措中，其中一條與吸引
人才有關，林鄭月娥也抓住機會，與深圳市領導商討做
「聯合政策包」，集合香港有營商環境、國際知名大
學、國際學校學位等特長，深圳有「孔雀計劃」、稅務
優惠、人才公寓等優勢，「聯手把最好的東西擺出來，
吸引人才、資金，讓深港兩地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
貢獻。如果我們做得成功，可以把它輻射到大灣區的其
他城市，繼續做下去。」
至於香港本地，林鄭月娥透露，稍後發表的施政報告
會有相關政策。她說，自己曾與一些本地院校校長溝
通，他們都認為現在是一個契機，而很多院校校長都是
海外著名學者回流，他們有一些同輩還在美國、歐洲發
展，他們之間溝通時都會問「回來好嗎？」探討到大灣
區發展的機會。

提供足夠資源讓學者續作研究
林鄭月娥表示，要吸引這些著名學者回流，首先要為
他們提供教席和資源。她解釋，這些學者一般是講座教
授或傑出科學家，所以要有額外支援，例如科學家要有
實驗室配套，為他們提供開發成本。同時，這些科學家
在外國也會帶博士和博士後研究生，如果能有足夠資
源，讓他們可帶着研究生一起回來，那他們正在進行的
研究就不會中斷。她表示，正在構思政策，希望稍後可
以公布有關計劃。
對於有人擔心香港在與深圳及大灣區一體化發展中會
失去優勢，林鄭月娥強調，一體化發展一定要在「一國
兩制」之下進行，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不會令
「兩制」模糊。她相信，無論香港或澳門，都可以在建
設大灣區時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這個也是習主
席多次講的，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豐富『一國兩制』
的實踐。」

河套福田創科區 力促企業兩邊走
時間不等人，做科創產業尤其如此。雖然在港深創科合
作上，已經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但有見該區第一座
大樓入伙最快也要等三四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指出，從抓住合作機遇的角度看，既然深圳已經緊鄰河套
建設多於一個園區，例如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創科產業
區，香港的創科企業可以先行入駐，未來讓兩個園區的科
研初創企業兩邊走，將是一個理想的安排。
經過特區政府多年的努力，香港的科技創新產業規模
不斷擴大。林鄭月娥表示，現時位於大埔的科學園已經
滿額，沒有空間再容納新的科創公司，若只是看着香港
自身的能力，只能等待落馬洲河套區發展，「但估計河
套第一座樓入伙最快都是 2024 年，三四年（之後），如

果想做創科，等不了。」
要解決這個難題，港深合作或可提供出路。林鄭月娥
指出，緊鄰河套的深圳福田保稅區正慢慢轉型，「8月份
我都有去參觀，他們拿物流大廈做創科基地，我們也有
香港團隊去做科技創新的工作。」

港深創科合作 不必局限河套
她續表示，科創企業落戶香港要等三四年，「如果在港
深（合作）的角度看，這個是『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這個區可以有多過一個園，可以有落馬洲河套區的園，可
以有福田（保稅區）的園，將來在這兩邊科研初創企業可
以兩邊走，這是一個很理想的鋪排。」這樣，既能將企

業、人才留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能讓企業及時發
展。林鄭月娥並表示，日後落馬洲河套區建成後，也歡迎
這些企業在河套區開個公司、分公司。
河套區未來的發展無可限量，除了港方將落馬洲河套
區建成「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圳市政府亦在毗鄰的
土地上，作出包括福田口岸、皇崗口岸片區在內的河套
C 區，及福田保稅區的規劃，以利兩地科技人才往來，
並已全力發展包括皇崗口岸重建、一號通道改造、保稅
區環境綜合整治工程、深港開放創新中心和深港科創綜
合服務中心建設等項目。福田區區長黃偉今年 8 月在政
策吹風會上表示，目前已籌集 37 萬平方米科研空間，已
落地和正對接項目126個。

易位思考 雙城合璧 成功之道

特首談港深合作
視頻二維碼

香
具體計劃稍後會向社會公布。
■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柴婧
望藉提供教席、資源支持，吸納海外學者，讓他們可帶着課題和研究生回來做研究。有關

理政策針對內地科技企業及華人人才之際，吸引他們回流香港、深圳；同時，特區政府希

灣區的創科協同發展，其中一項是正在與深圳商議推出「聯合政策包」，在美國採取不合

鄭月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正研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加快推進與深圳和大

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以大灣區綜合性國

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為抓手，加強與港澳創新資源協同配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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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段或相鄰地段的省一級學校就讀。

4、領軍人才購房補貼申請經審核合格後，由深圳
市住房保障部門在5年內按年度發放

港字第 25776 今日出紙 3 疊 9 大張 港售 10 元

;

實際情況，安排在其父、母或委託監護人居

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數十年來的強強聯手是兩城成就簿上濃墨
重彩的一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深合作方面有逾10年經驗，她
表示，港深成功合作的關鍵在於要把香港和深圳的發展放一起看，
甚至把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放在一起看，強調只有抱着這樣的取態和
眼光，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合作結友情 彰顯
彰顯人心通
人心通

合作要成功 眼光不能短視局限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和深圳是長期合作夥伴，過去伴隨着港深各
自自身發展，在每個階段都可以找到新的合作基礎和重心。改革開
放初期，國家對外資開放市場，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成功
吸引港商帶來大量投資；之後，深圳開始起飛，香港又成為內地企
業「走出去」的平台。林鄭月娥指，現在和未來兩座城市新的發展
引擎，應該是進一步改革開放，不僅要在金融、專業服務等方面，
更應進一步共同重點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如果要兩地成功合作發展，眼光絕不能短視和局限。林鄭月娥分
享道，在港深合作方面，自己最深刻的體會是：香港不僅要從自己
的角度看問題，「一定要香港、深圳（的發展）一起看，甚至是香
港和國家（的發展）一起看。」

排除萬難發展蓮塘口岸 提高物流效率

林鄭月娥分享，早年擔任發展局局長時，也是研究兩地邊境土地
發展的「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港方組長，曾積極部署打
造蓮塘/香園圍新口岸和河套區發展，並推進港深合作治理深圳
河。她憶述，「當年我差不多排除萬難（發展蓮塘/香園圍口
岸）。」當時社會有聲音質疑是否有需要開設該口岸，因為港深之
間已有多個口岸，已經可以從數量上滿足每日過境車輛和客人的需
要，況且建設新口岸亦需要較大開支。
林鄭月娥指，當時深圳方面，如果東邊有個口岸，可以實現港
深兩地跨境物流運輸「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布局，「當時我
想不能只是想香港，要合作，從深圳角度看，如果有了『東進東
出，西進西出』，對兩邊（港深）都理順了很多。」在當時行政
長官的支持下，蓮塘/香園圍口岸最終成功推進，該口岸亦已於
今年 8 月成功啟用，讓整個跨境物流運輸能力及效率大大提高，
為深港兩地日益密切的連繫提供更有利條件。林鄭月娥認為，這
個例子很好地說明，港深合作一定要有如此的取態和眼光，才會
做得成功。

$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她說，因為大家都是圍繞為國
家服務這一共同目標，都希望能做實事，所以很合
拍，直言這就是「人心相通」。
林鄭月娥說，自己和不少深圳市的領 導 都 是 很 好 的
朋友。曾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恰巧在林鄭月娥上任
行政長官前不久調任河北省省長，「我都沒有趕得及
給他餞行、多謝他，他就去河北了。我想着探望他，
有一年借去北京，專門去石家莊看他，還看了雄安的發
展大計。」
她續說，深圳市委前書記、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就更
是合作時間很長的老友，由於他曾多次來港出席合作
■林鄭月娥表示
林鄭月娥表示，
，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是合作
會議和交流活動，「他有個笑話和人講，那麼多內地
多年的老朋友。
多年的老朋友
。
資料圖片
官員，來禮賓府吃飯最多的是他」，甚至已分辨出禮
賓府小飯廳的飯菜較宴會廳更好味。雖是笑談，卻也折射出香港與深圳市、廣東
省的緊密關係。

喜做實事 志向相投

▼林 鄭 月 娥 日 前
在禮賓府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圖為林鄭月
娥帶文匯報記者一行參
觀禮賓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為創科產業區
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為創科產業區。
。圖為保
稅區與河套區全景。
稅區與河套區全景
。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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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友」，亦是朋友。
在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中，全力
以赴推進各項工作的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亦收穫了友誼。她表示，
自己與多位內地省市領導在工作中

林鄭月娥坦言，和內地省市領導合作交流其實很容易，
「大家都是圍繞同一個目標，為國家服務，都希望
做到事，我的性格都比較喜歡做到事，所
以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