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對2021年的國家經

濟工作提出多項重點任

務，「強化國家戰略科技

力量」為其中的首項焦點。其中提及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發揮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

資源共享；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

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

新中心等。對此，香港高等院校多名專家學者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是次會議與「十四五」規劃綱要有關內容相呼

應，特別是注重創科發展方面。他們認為，在國家整體布局下，

香港可利用其國際化、自由的科學研究氛圍、原創性基礎研究等

的優勢，抓住未來國家經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發展的重點機

遇，在「中國夢」中發光發熱。

科技創新可說是國家當前發展重
中之重，除了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
為明年首項重點任務，並就此提出
八項要點（見表）外；上月公布的
「十四五」規劃綱要亦以科技創新
單獨成章，又表明支持香港特區鞏
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
此前，10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
上，強調要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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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可建成國際科創中心
國家的積極投入，對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帶來莫大機遇。中國工程院院
士、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陳清泉表示，
是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強化國家
戰略科技力量，展示出對科技前所未
有的重視，對科研人員來說亦是前所
未有的機遇。他認為，香港應利用原
創性、顛覆性、突破性思維、理性質
疑精神等有利科研優勢，建設成為國
際科創中心，特別是在原創性和基礎
學科兩方面。他提到香港有名牌的大
學，大學實驗室產生科學成果，從科
學變為技術就需要應用轉化與研發，
相較下深圳東莞都有大型研發中心，
故加強灣區合作非常重要。
對於會議提及，要充分發揮國家
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
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創
新方向和重點，着力解決制約國家
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陳清泉
指，這正與「十四五」期間，國
家要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
的關鍵核心技術相呼應，他
認為香港應該進一步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
透過加強大灣區科
創協作，於解決
此問題上出一

分力

國際化環境吸外國學者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

指，是次會議提出的方向與「十四
五」規劃綱要內容一致，凸顯科技創
新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他表示，當
前中美貿易爭端成為了「催化劑」，
加速科創發展，香港更應抓住自身優
勢，爭取成為基礎學科研究中心與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他認為，「大灣區
9+2，香港最是突出」，例如大學的
體制、研究氛圍的自由度，都可讓科
研人員更易跳出思維框架；至於國際
化環境亦有助吸引外國學者，將其國
際化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與經驗帶來香
港，於促進創新研究有相當的優越
性。
黃錦輝還強調，基礎研究是推動科

學長遠發展的基石，「如沒有高錕的
光纖，怎麼有多年後的互聯網」，惟
近年所見科研發展被應用市場「牽着
鼻子走」，有些「急功近利」，認為
科學界及社會都應作長遠考慮，才能
有效解決「卡脖子」的問題。

打造亞洲教育科技樞紐
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則指，大灣

區是未來科技發展的大方向，世界上
不同的灣區，例如東京灣區、波士頓
灣區經濟發展離不開背後由一流院校
組成的大學群；而香港可與深圳及其
他灣區城市互相補足，充分發揮高等
教育的能量，過程中各大學應互相學
習借鑑，一同打造亞洲教育與科技樞
紐。
他表示，除了科學與技術等「硬實

力」外，「軟實力」的平衡發展亦非
常重要，透過人文、社科、管理等與
科學、工程跨領域合作，讓傳統歷史
與文化能與科技結合，煥發新生，推
動大灣區以至國家整體全面發展，瓦
解西方人的偏見，「『中國夢』不單
只有財力、科技，還應讓（西方）人
心裏欣賞、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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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本
港在生物醫學以
及高端電子科技
等方面都較內地
具有領先優勢，
本港可以就國家
計劃進一步發展
科技作出貢獻。

資料圖片

聚焦創科發展 港增灣區協作
呼應「十四五」規劃綱要 善用港優勢攻克「卡脖子」核心技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國家戰略
科技力量，以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
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對此，香港科技界人
士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本港
在生物醫學以及高端電子科技等方面都較
內地具有領先優勢，本港可以就國家計劃
進一步發展科技作出貢獻。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會長洪文正表

示，本港在科研方面有兩大強項，包括在全球
具領先地位的生物醫學，以及高端電子技術，
而本港的高端電子技術水平，有能力研發電動
車等不同電子產品都需要使用的晶片。
他認為，內地在高端電子方面發展面臨一些

困難，與難以從其他先進國家引入已研發的技
術有關。而美國近期雖亦禁止向香港輸出高科
技，但本港各所大學等科研機構之前已經引入
了不少先進儀器，短期內不會受太大影響，故
香港的科研有助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

他說，內地的市場龐大，有大量發展機會，
「唔少歐美國家嘅人才都想到內地發展，過往
亦見有唔少香港的碩士、博士生畢業後到大灣
區發展科研事業。」他相信若中央落實加大力
度發展科技，香港的科研人才肯定會有更多北
上發展的機會。

倡爭取港設更多研究中心
洪文正還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

在香港設立更多的國家重點研究中心，為科研
人才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他表示，本港科研界
別一直存在無法挽留人才的問題，「金融界、
零售界的薪酬待遇喺香港一向較好，有讀物理
學嘅學生即使讀到攞博士學位，畢業之後仍然
選擇離開。」他又指，現時經濟狀況欠佳，其
他行業待遇變差，期望國家大力發展科技，可
以令科研人才有更多的選擇。
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亦積極推動創科發

展，如創新及科技基金向多個項目提供資
助，包括支持研發、推動科技應用、培育創
科人才、支援科技初創企業等。特區政府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重點
工作就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認為本港
擁有雄厚科研實力、國際化和市場化優勢，
大灣區其他城市則提供龐大市場，以及轉化
科研成果和先進製造能力，故可與各城市優
勢互補、協同發展。特區政府表示會持續強
化本港創科生態，投入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的工作。
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早前亦

表示，特區政府正全力發展落馬洲河套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指出當地將成為本港最
大的創科平台，並與深圳福田科創園區共同
組成具協同效應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將
本港雄厚科研實力與深圳先進製造能力結
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擁兩科研強項
可獻力祖國發展

來源：新華社播發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內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育創科人才 院校成關鍵
是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表明，在科技

層面要加快人才培養，使更多青年優秀人
才脫穎而出。專家學者認為，香港高等院
校於其中可扮演關鍵角色，包括利用自身
優勢吸引國際出色學者來港，並於金融科
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為高水平
的內地研究生提供培訓，此外亦可就香港
學生作針對性的支援培育，提升他們對大
灣區認知及信心，為區內發展出一分力。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指，在疫

情及中美貿易爭端下，香港對內地尖子
的吸引力有所增加，今年申請港校博士
課程的內地生數目有所增加，部分學生
放棄留學英美選擇來港，加強香港人才
培養角色。他又說，除大學研究人員的
培養之外，在職人員培訓，例如金融科

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學科的人員
培訓亦相當重要，香港可以發揮聲譽和
優勢，為個人履歷增添一筆亮色。
中國工程院院士、港大榮譽教授陳清

泉指，香港擁有名牌大學、自由寬鬆的
科研環境、國際化的研究領域，優秀的
法律制度等，有利凝聚、吸引國際科研
人才來港，也可做好新一代年輕人的培
養。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則提到，該校過去曾

調研本港大學生對於大灣區的看法，結果
發現他們僅對灣區城市中廣州、深圳兩城
市有了解，其他知之甚少。他認為香港教
育局可於中學階段增加學生交流、學習的
機會，讓港生及早了解提升前往灣區發展
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發揮企
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支持領軍企
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活
動。香港文匯報近日訪問已進軍大灣區的
港生初創公司，其負責人表示國家政策對
企業乃至國家創科發展均會帶來不少機
遇，期望中央政府能出台更多優惠港澳政
策，協助企業立足粵港澳大灣區之餘，更
能進一步邁向全國市場。
由中文大學多名畢業生參與創立的柏

絲科技，於深圳成立僅約一年半，是一
所年輕的初創公司。創辦人之一兼首席
技術官周益俊提到，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甚至有不少長者出現吞嚥障礙，有
見及此，該公司展開「吞咽易」項目，
針對老年人開發易食食品。

對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周益
俊表示，國家政策對中小企乃至國家創
科發展均會帶來機遇，因中央政策出台
會帶動省市區的相關措施。他舉例指，
中央為支持港人到大灣區創業，在租
金、人員補貼等方面均有支援，「辦公
室租金可以是市價的兩三折，若地區遠
一點的話，甚至可以免租金；在團隊成
員方面，政府亦會根據成員資歷，提供
數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補助！」
周益俊說，現時只有大灣區提供優惠

港澳政策予港澳同胞，期望中央將來能
夠將優惠政策擴展至大灣區外的城市，
「協助港澳創業者以大灣區為起點，再
走向全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盼擴優惠政策 助初創企邁全國

◆要充分發
揮國家作
為重大科技創新組
織者的作用，堅持
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
創新方向和重點，着力解決
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
題。

◆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發揮
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
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
共享。

◆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
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
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
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

◆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
體作用，支持領軍企業組建創新
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活
動。

◆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要加快國內人才培養，使更多青
年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要完善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
制，落實好攻關任務「揭榜掛帥」
等機制。

◆要規範科技倫理，樹立良好學風
和作風，引導科研人員專心致
志、扎實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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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特別注重創科發展方面，香
港可利用其優勢，抓住發展
機遇。圖為港工程師在
納米研發院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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