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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將成世界領先科技中心
調查：會計金融業料促資本流動創商機

國家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澳洲會計師公會昨公布的一項調查指，

有61%的受訪會計和金融專業人士預測，大灣區將在5年內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

中心。過去12個月，有90%大灣區企業至少開展了一個與科技相關的項目，使

得企業對科技人才的需求激增。89%的受訪者預料，他們所在的企業將在未來

12個月內增加對科技的投資或應用。調查指，大灣區的金融融合，將進一步推動

大灣區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科技可以改善大灣區城市之間的資本流動並激發

澎湃的商業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澳洲會計師公會
的調查顯示，企業在推行科技創新時有機亦有風
險。港澳及大灣區各內地城市皆有逾七成受訪者認
為，提升營運效率是科技應用的主要驅動因素，而
第二及第三項因素則是降低成本，及改善現有客戶
體驗。但同時也有不少挑戰，大灣區內地城市最多
受訪者認為是網絡信息安全問題、其次是科技人才
缺乏及數據隱私問題和複雜的系統遺留問題；港澳
最多受訪者認為是科技人才缺乏、其次是資金緊張
及數據隱私問題。
澳洲會計師公會在總結中表示，大灣區在科技應

用趨勢有4大關鍵要點包括，第一是企業業績與其所
實施的科技項目有一定的聯繫，高增長的公司更傾向
於制定長期科技戰略，並與科技公司開展合作。第二
是大灣區內的大型企業更有可能投資和應用數據驅動
型科技，大灣區的大型數據庫有利於企業開發和應用
創新的服務和產品。第三是大灣區內不同城市側重的
科技存在差異，從而鼓勵處於港澳特區與大灣區內地
城市的企業之間加深合作。第四是隨着大灣區對人才
需求的激增，大灣區內各類型人才的流動將會加速，
亦會加劇競爭吸引人才。企業需要提升和重新培訓現
有員工的科技技能，並以創新的方式吸引人才。

澳洲會計師公會建議
政策支持方面：
●加快公布大灣區跨境數據共享政策細則，並考慮開展試點
●鼓勵大學或教育機構提供能力培訓課程
●進一步加強研究機構、學者、企業及公共部門之間的合作
●支持中小企業獲取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等新興科技知識，並採
用合適的科技提升經營業績

企業策略方面：
●制定和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
●與科技企業合作，制定長期的技術解決方案
●創建並優化可用於分析的數據資產，識別和定位業務所涉敏感
數據，並確保有適當的工具和解決方案來保護這些數據

●審視業務是否符合國內外的科技、隱私及數據安全相關的法
規

個人發展方面：
●持續學習相關知識和技能，以適應不斷發展的行業
●把握大灣區快速發展的科技趨勢所帶來的機遇

● 孫煜稱，數字人民幣潛
力巨大，相信未來能在跨境
業務中得到更多使用。

企業需創新方式吸科技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周曉菁）由香港特區政府

和貿發局合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今屆主題為「促進區域及國際貿易引領經

濟增長」，活動為期兩天，昨進行最後一天論壇活
動。對於香港作為連接「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之樞紐，多位與會的嘉賓均看好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及
大灣區的集資融資中心，並可以為不同企業或項目提供一條

龍的金融服務。

中銀：數字人民幣潛力巨大
中銀香港（2388）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為沿線國家建設基

礎設施是「一帶一路」的成功因素之一，基建項目資金缺口大且不易
獲得融資，若項目能夠在金融市場證券化以獲得融資且分擔部分風險，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香港的商業銀行和專業諮詢企業有能力為這些項目提供解決方案。
「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加深，數字人民幣也愈發受到關注。孫煜相信，數字人

民幣潛力巨大，目前僅是用於日常支付中，繼續擴大使用範圍則要循序漸進。因其具有低成本、高
安全性的特點，相信未來能在跨境業務中得到更多使用。
渣打香港董事總經理Peter Burnett則認為，相對大灣區項目，「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的難度相對
增加，主要原因是「一帶一路」項目有機會涉及不同法律體系、司法管轄區等，令項目融資更具挑
戰，相對之下大灣區項目融資則較容易掌握，但他相信香港向來都是集資融資中心，港可在不同項
目上提供服務、以及充分發展相關優勢。

滙豐：港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環球銀行香港企業業務主管洪紀倫則認為，香港的確是扮演一
個超級聯繫人角色，既懂國際、也懂中國，不少投資者都可以利用香港進行項目投融資等，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有助企業管理好外匯風險等。

●黃以東(中)稱，科技可以改善大灣區城市之間的資本流動並激發澎
湃的商業活力。左為王君弼，右為冼君行。

澳洲會計師公會對香港、澳門及大灣區九個
內地城市的258名來自不同行業的會計和

金融專業人士進行了調查訪問。調查顯示，在過
去12個月內，90%的大灣區企業至少開展了一個
與科技相關的項目，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大多數人
認為大灣區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全球科技中心。
調查指，有61%的受訪會計和金融專業人士預
測，大灣區將在5年內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中
心。該報告還顯示，大灣區企業對科技的加速應
用使得企業對科技人才的需求激增。
雖然68% 的大灣區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目前的

勞動力擁有中等至高水平的科技技能，但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人才短缺是企業推進科
技應用面對的最大挑戰。

建議制定指引促跨境數據共享
澳洲會計師公會大灣區委員會成員王君弼指

出，人才供應和數據資產有利於創建一個可持續
的生態系統，該公會建議大灣區內的政府機構考
慮引入更多資源和政策，吸引和留住精通科技的
人才，或提高和重新培訓現有員工的科技技能，
以在大灣區內培育更多科技企業，並支持非科技
企業推行數字化戰略。
此外，建議制定明確的數據使用及跨境數據流
動指引，以促進大灣區內的數據共享。王君弼
說，明確的數據政策將促使企業更多地應用
數據驅動型科技。為方便制定適當的跨境數
據管理機制並示範其運作方式，可考慮先
採取試點形式進行。

金融科技最能促進協同合作
調查發現，最多受訪者（44%）認為金融科技

是最能促進大灣區區內協同合作的科技。受訪者
大多認為，這項科技將創造更多的商機，並提升
大灣區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澳洲會計師公會大
中華區分會副會長黃以東以大灣區跨境理財通為
例分析此項結果，在拓展大灣區不同地區居民跨
境投資金融產品的渠道方面，金融科技等科技的
應用是必不可少的，金融科技有助區內處於不同
監管制度下的銀行能夠為投資者遠程開戶，為非
專業投資者進行適宜性評估，並以更高效的方式
完成銷售和交易流程，「科技可以改善大灣區城
市之間的資本流動並激發澎湃的商業活力。」
該會大灣區委員會成員冼君行指，預計未來一

段時間內，各地可能會繼續實施出
入境和外遊管制。因此，對
遠程協作工具的需
求將仍然保持

強勁。作為開放和外向型的經濟體，港澳受訪者
優先考慮利用該類工具與非本地的客戶和僱員保
持遠程協作和互動。而內地企業身處更龐大的數
據環境，他們更有可能使用數據分析、人工智能
和商業智能等數據驅動型科技，以提高業績並滿
足客戶的需求。

倡建跨境平台聯繫企業科企
冼君行續指，規模不同的公司採取不同的科技

計劃。中小企業更專注於可以提高生產力的工
具，例如雲技術和視頻會議和小組協作工具；擁
有更多數據資產的大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對數據驅
動型科技的使用或投資，例如數據分析和可視化
軟件以及人工智能。該會建議，大灣區內的政府
機構可以考慮建立一個跨境網絡平台，鼓勵大灣
區內企業和科技供應商之間的合作，將企業與科
技供應商聯繫起來。

監管新規對數據安全更有保障
對於內地最近推出不少監管科技公司的新法

規，令市況波動，黃以東認為，長期而言，有清
楚的法規對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及數據私隱更有
保障，企業投資科技上會更到位。環境更清晰
下，資本市場對科企仍然有興趣，估值也會平
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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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樓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澳洲會計師公會昨日發表調查報
告，表示61%的受訪會計和金融專業
人士預測，粵港澳大灣區將在5年內
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中心，這將提升
大灣區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粵港澳大
灣區將成全球最具競爭力創科中心，
並由此帶動大灣區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和高科技人才中心，這是必然趨勢。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集資中心，又
有以金融支持生物科技發展的成功經
驗，香港應與澳門特區，以及大灣區
內地9市緊密合作，做好分工定位、
發揮各自優勢，令大灣區金融和創科
互促共進，搶佔全球創新經濟發展制
高點。

澳洲會計師公會調查顯示，89%的
受訪者預計其所在企業將在未來 12
個月內增加對科技的投資或應用；
61%的受訪者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已
經成為或將在未來5年內成為全球領
先的科技中心；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
者表示，人才短缺是企業推進科技應
用面對的最大挑戰。去年9月，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公布，深圳、香港和廣
州的「創新集群」在全球創新指數排
名第二。多項世界權威調查均顯示，
粵港澳大灣區正與紐約灣區、舊金山
灣區、東京灣區，將成為全球科技創
新中心。

目前世界各大灣區皆以最大力度
打造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

在這激烈競爭中，優勢雖明顯，但
角色仍是追趕者。以紐約、東京為
例，紐約減稅降費、全力投資人工
智能已形成「硅巷」，正成為美國
「新科技首都」；東京鼓勵和保護
創新，灣內築波科學城因此成為日
本科創發動機、關鍵重要技術輸出
地。粵港澳灣區在發展全球科技創
新中心，具有獨特優勢，如國家的
舉國體制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和大灣區各內地城市高新產業的互
促共進發展，以及雙循環廣闊市場
的支撐等。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各
城市緊密合作，推動制度創新，做
好分工定位、發揮各自優勢，將極
大地增強其與世界幾大灣區競爭獲
勝的能力。

全球創科發展，更注重關鍵核心技
術「以我為主」和高端產業的產業鏈
本地化，這帶給香港發揮金融優勢、
支持大灣區創科發展的新機遇。香港
成為全球生物科技企業上市集資中
心，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在港交所生物
科技峰會表示，香港有諸多吸引力，
包括資金自由流動、強勁基建、法規
完善、龐大人才庫、為國際投資者熟
悉等，加上政府支持，完全可建設生
物科技生態圈。在大灣區建設世界領
先的科技中心，香港應及早規劃、主
動出擊，在大灣區創新發展中壯大自
己。

分工合作發揮優勢 金融創科比翼齊飛
新學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

取代高中通識教育科，昨日多間學校開始教授公民
科第一課。開設公民科是本港教育撥亂反正的重要
標誌，對引導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正確認識「一
國兩制」，具有重要意義，社會各界對公民科充滿
期待、抱有信心。學校、教師、學生應樂觀對待公
民科教學，積極探索提升學習興趣、有利教學相長
的教學模式，加強學生對國家民族身份的認同，做
對國家和香港負責的守法公民；教育部門亦應盡快
提供全面完備的教材及加強支援，引入活潑生動的
教學活動，讓公民科教育事半功倍，培養更多建設
國家和香港的未來棟樑之才。

通識科以所謂着重「批判性思維」，要求學生
從正反兩面思考問題，結果導致學生是非對錯判斷
混亂；更甚的是，由於教協及其成員長期把持通識
科教學，刻意選用偏頗片面的教材，一味向學生灌
輸有關「一國兩制」、國家制度、發展成就的負面
資訊，更鼓吹「港獨」思潮，完全背離通識科的初
衷，令通識科淪為誤導學生、影響「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亂源之一。社會各界要求改革通識科的訴
求日益高漲。

如今，公民科取代通識科，並非只是學科名稱
的簡單改變，而是課程教學方向和內容都發生重
大改變。公民科的目的明確直接，就是要培養學
生對香港和國家有清晰理性的認知，培養學生的
國民身份認同，消除通識科造成的錯誤理念。公
民科取代通識科，令本港公民教育由亂及治、正
本清源。

有資深教育界人士指出，公民科引導學生學習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後的中
國」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三個主題，引導學

生認識「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國家息息相關，了解
國家情況和發展成就，培養學生植根中華文化、兼
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透過公民科教學，不僅可
讓學生掌握更多關於香港社會運作的知識，更可增
進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情感，相信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必將有更美好未來，學生對個人、香港和國家
的前途充滿信心。公民科教學對學生、學校乃至香
港發展都有重大而積極的影響，是教育重回正軌的
好開始，社會各界都應珍惜機會，共同支持公民科
順利開展，做好學生的國民教育工作。

由於公民科是新科目，正式的公民科課本料明
年始出版，儘管教育局已提供多份官方教材，但各
校使用官方教材有差異，有學校採用坊間教科書，
以官方教材為輔，不少教師反映，預備教材是公民
科教學亟待解決的困難。因此，教育局有責任為公
民科提供明確的教學指引，提供更多教學資源、評
估示例，讓師生盡快掌握公民科的課程要求，以提
高教師以至各界對公民科的信心，消除不必要的疑
慮和壓力。

公民科教學其實是人心工作，應務求生動活
潑、提升學習興趣。有教師建議，將以小故事、歷
史事跡等形式，由淺入深引導學生認識「一國兩
制」的由來、掌握要點。今日，「天宮」航天員會
與香港青少年「天地對話」 ，吸引大批中小學生
參與。這些多元化、雙向互動的活動，正是潤物無
聲的良好公民教育，讓學生學習堅毅刻苦、為國家
奉獻的高尚情操，更為國家科技進步引以為榮，以
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公民科靈活運用教學模式，相
信會受到廣大學生、家長的歡迎，為促進人心回
歸、確保「一國兩制」持續成功實踐發揮積極作
用。

提升興趣加強支援 順利開展公民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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