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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前排左
三）、薛永恒（前
排左二）、葉玉如
（前排右二）等出
席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港6大學明年可申「青年科學基金」
中央多舉措為科研注強心針 譚鐵牛寄語把握機遇

「中央惠港科技政策宣介座談會」昨日

於香港科學園舉行，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於宣介環節仔細介紹中央支持香港打造國

際創科中心的政策、加速大灣區建設的配

套措施及中央惠港科技政策，寄語香港創

科界應把握機遇。座談會同時邀得國家科

技部、中國科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會三名線上嘉賓介紹新的政策安排，包括

帶來向香港6所大學開放「青年科學基金」

項目申請、大型科研儀器設備對香港研究

人員開放，及新設「香港青年科技人文交

流計劃」等多項惠港措施的好消息，為本

港科研界發展再次打下有力的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盧博

宣介會由香港特區政府
創科局、粵港澳大灣

區院士聯盟與京港學術交流
中心聯合主辦。譚鐵牛在現
場作主旨宣講，詳細介紹了
國家創新體系和科技發展戰
略，以及一系列的中央惠港
科技政策。他強調，「十四
五」規劃綱要將香港國際創
科中心建設納入國家重大戰
略部署，包括了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寫進去意味就是
有機會，有錢，這個很重
要！」
他進一步介紹中央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亦
不斷完善支持香港創科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支持香港參
與「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及「一帶一路」聯合實驗
室、支持香港舉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科論壇等，助推香港
和全球頂尖創新資源對接。

青年更多向上流動機會
譚鐵牛表示，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支持下，
香港創科正迎來歷史性機遇，而創科發展更可促進香港經濟
發展和民生改善，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亦可提供更多向
上流動機會為青年帶來更好選擇。他同時提到，本港創科發
展仍面臨一系列困難和挑戰，未來應繼續加強創科發展的頂
層設計，持續優化有關政策環境和基礎條件，不斷改善創科
發展的政策環境，建立健全「產學研用」的協同機制，加大
創科人才培養力度，深化兩地科教交流合作。

港科研人員可全國預約儀器
線上宣講嘉賓則包括國家科技部港澳台辦副主任徐捷，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學技術創新部副部長楊書宣，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計劃局局長王長銳。在最新惠港政策方
面，王長銳為青年科學家帶來好消息。他表示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將在已推行三年的「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港澳）」
的基礎上，在明年3月起向香港6所大學開放「青年科學
基金」項目申請。他介紹那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
金，35歲男性和40歲女性合資格者可以申請，每項資助
經費為30萬元人民幣，資助期3年，預計明年8月中下旬
會公布申請結果。
徐捷亦介紹了一項新政策，主要針對本港科研人員對大型
科研儀器的剛性需求，指出日後通過國家網絡管理平台註冊
賬戶，科研人員可以按儀器類別、學科領域、地理位置等，
查詢、預約全國的科研儀器。他又指將會新設「香港青年科
技人文交流計劃」，組織香港青年赴國家自創區、高新區、
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知名科研機構和高科技龍頭企業等參訪
交流，並支持香港青年科學家到內地科研機構短期研究。
楊書宣則表示，中國科協全國學會正積極探索吸納更多港
澳科技工作者參與，該會亦將於9月中旬召開宣介會向香港
科技人士具體介紹申請加入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
文風）特區政府創科局局
長薛永恒昨日於宣介座談
會致辭時指，隨着「十四
五」規劃的推展、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更深
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創科界正迎來黃金時
代，呼籲業界把握這個千

載難逢的好機遇。他表示，特區政府決心全力參
與大灣區建設，配合國家「雙循環」的發展格
局，從「外、內循環」兩方面發揮香港所長，為
實現國家2035年進入全球創新型國家前列的遠景
目標作出貢獻。

薛永恒表示，自2018年5月落實中央和地方財政
科技計劃對港開放以來，已有超過3.7億元人民幣科
研資金由內地批出予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支持
超過160項研發項目和參建19所粵港澳聯合實驗
室。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積極配合國家「雙循環」
的發展格局。「外循環」方面，會繼續用好香港
與世界各地的網絡加強國際科研合作，其中Inno-
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現時已吸引了來自本港、內
地及海外多個經濟體的頂尖院校及研發機構在科
學園成立20多間研發中心，大部分都已陸續啟
動。「內循環」方面，特區政府剛在前天與深圳
市人民政府簽訂了《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安排》。

葉玉如：政府與科研人員多溝通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理事

會主席葉玉如致辭時指，中央
近年出台多項惠港科技政策，
對香港科研人員而言是很大的
肯定；香港特區政府亦積極配
合，包括增加科研經費、基建
投入、吸引科研人才等，進一
步完善科創生態環境。她指香
港科學家希望進一步落實和擴大科研經費過境外，
亦想有更多渠道參與國家科技發展，並建議加強政府
與科研人員的溝通交流，「一方面宣講政策，另一方
面了解實際困難和需求，推動科技政策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俊威）中央
日前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改革開放方案》，包括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積擴大
逾7倍，並提出14項發展要點。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和3位司長昨日表示，歡迎「前海方
案」，認為可為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創造更多
機會，並為香港經濟提供更大動力。特區政府會
積極、進取、主動地參與「前海方案」，期望社
會各界在特區政府政策支持下，共同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前

海十多年來的定位都是面向香港，利用香港專業服
務的優勢，令前海成為示範現代服務業的地區。過
去10年有逾11,500家香港企業落戶前海，也有青
年創業基地，中央亦推出特別措施，方便香港專業
人士進入前海。她認為，前海進一步改革開放，定
能為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提供更多機遇，並為香
港經濟提供更大動力。特區政府會積極、進取、主
動地參與「前海方案」。

李家超：港深合作上新台階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前海方案」的重點是

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加快在前海建立與香港聯通、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
業體制，能將港深合作推上新台階，使兩地更好地
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兩大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
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很重視與前海的合作，
與深圳市政府和前海管理局保持緊密溝通。特區政
府支持及期待前海繼續發揮「先行先試」功能，推
出更多具突破性的政策。

陳茂波：為港金融發展部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前海與香港是錯位發

展，以金融業為例，香港的競爭力來自「一國兩
制」的獨特安排，讓香港法制和市場規則等可與國
際接軌，加上香港的稅制、匯聚的金融機構、人才
及過往的經驗。他指，香港要不斷努力提升自己，
在全球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特區政府會與金融相
關部門及監管機構齊心合力，為香港未來的金融中
心地位發展作出戰略考量，及具體部署政策。

鄭若驊：更多律師「兩地通」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前海合作區面積擴

大，適用「港資港法港仲裁」的企業必然更多，
律政司會繼續與內地相關單位探討完善機制。她
指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落實，為
前海合作區以至整個大灣區提供更多熟悉兩地法
律的執業律師，期望可促成更多企業在大灣區投
資發展。她又呼籲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業
界，把握「前海方案」提出的措施，以互惠互
補、共建共享原則配合前海發展，共同開展國際
商事爭議解決的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多名本港科技界人士出席
「中央惠港科技政策宣介座談會」後均表示，感受到國家對
於香港創科的支持，從整體土地規劃、年輕學者研究基金、
以至青年創業均有所涉獵，相信能進一步提升香港、乃至整
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科創能力。
慧科資本聯合創始人邱達根表示，「很高興聽見譚鐵牛院

士講，可考慮香港成員申請成為國家實驗室。若香港成為國
家實驗室的落腳地，我們認為這對於創科發展是個重要開
端。」邱達根分享，他在宣介座談會上提出有關青年創業問
題，得知內地對創業港青會持續支援感到欣喜；各地政府也
有相關政策配合，為年輕創業者提供配對基金，對於青年創
新創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鍾國輝表示，非常高興能在會上聽
到不少重要訊息，他認為大灣區絕對是科創發展的最好基
地。「更多科技基金開放予年輕學者是件好事，希望特區政
府也可有相應的孵化基金進行配對，讓科研工作進行得更順
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中
華總商會對「前海方案」表示歡迎，中總
會長袁武表示，方案大幅擴展合作區面
積，並就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產業重
點、合作機制等作出全面規定和深化改革
開放，對推進前海與香港規則對接、機制
銜接，強化彼此現代服務業合作帶來重大
意義。
袁武指出，期望特區政府能用好「前海方

案」給予的政策支持和便利措施，通過強化
港深合作機制，全方位加強兩地互動，攜手
推動香港、澳門、前海及橫琴在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發揮更大作用。中總會積極協助
會員企業及香港工商界，在深化開放合作的
框架下進一步探索發展新空間。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指

出，新界北的發展正是以深港合作為主題，
而新界北的面積和前海以及橫琴相近，「前
海方案」出台後，新界北的發展大有所為，
促請特區政府積極和深圳政府進行溝通，盡
快完善新界北和前海之間的交通設施及商討
通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多位科創界
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歡迎中央
公布前海「擴區」等深化改革開放方案，有
利更多香港企業落戶前海，把握國家發展機
遇，共同促進大灣區各城市融合發展。

洪為民：助推跨境數據互聯互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

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國家此次進一步深
化前海合作區的改革開放，除了便利香港法
律界、金融界等到內地開展業務外，亦授予
前海當局很大權力，包括與相關部門就發展
需要，商討修改及完善各種法規，有助前海
與香港做好規則銜接，有利更多香港企業落
戶前海，甚至有助將來推進粵港跨境數據的
互聯互通，共同促進大灣區各城市融合發
展。

錢國強：利初創企發揮眾合效應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會長、互聯網專業協會
副會長錢國強表示，為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進入內地龐大市場，不少香港的科創企業近
年都需要到內地設立開發中心，相信今次
「擴區」將為業界帶來更多機遇。前海的擴
展能使更多香港企業受惠於稅務安排等多項
吸納非內地人才的政策，亦有助更多企業進
入前海，加強業界間的信息溝通協作，有利
初創企業發揮社群的眾合效應。

楊全盛：惠港政策助與內地接軌
智慧城市聯盟榮譽會長楊全盛表示，歡迎

中央公布前海「擴區」等深化改革開放方
案，相信會為香港科創企業帶來更多發展機
遇。前海獨有的法律框架等多方面惠港政
策，均有助落戶的香港企業與內地市場接
軌，比如近年已有不少從事金融科技的香港
企業，為能與內地的金融發展接軌，早已相
繼落戶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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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惠及創業 港青倍感欣喜

「青年科學基金」詳情
●「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重要項目類型之一，是青年科技工
作者的起步基金

●2022年起，申請基金的香港區依託單位包括港大、中大、城大、科大、浸大、理大

●申請條件：－正式受聘於上述6家香港依託單位

－具從事基礎研究的經歷

－具高級專業技術職務或有博士學位，或有2名與其研究領域相同、
具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科學人員推薦

－申請當年1月1日男性未滿35周歲，女性未滿40周歲

－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和在聘博士後研究員不得申請

●資助期限為3年，每項資助經費為30萬元人民幣

●開放進度：－今年12月發布面向港澳地區的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指南；2022年3
月1日開始接收電子版項目申請材料，20日截止

－2022年4月下旬公布初審結果；7月下旬完成兩階段評審工作；8
月中下旬公布評審結果

資料來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創新及科技界代
表與線上宣講嘉賓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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