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博）金融科技是支持經濟發展
的重要關鍵，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在數碼港還探
訪了本地初創金融科技公司連融控股，了解行業前景及
挑戰。公司行政總裁林衛琳表示，駱惠寧到訪時與他深
入探討行內的專業話題，其熟悉程度令人刮目相看。林
衛琳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帶給香港無窮機遇，「整個大
灣區的市場份額比香港單一個城市大，故公司也計劃在
明年初落戶大灣區內地城市，希望兩地政府在金融信息
的互聯互通能夠做得更好，讓初創企業有更好的發展機
會。」

近距離聊天非常親切
林衛琳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介紹說，該公司創

辦約有5年，業務圍繞金融科技、監管科技等領域；在數
碼港各種政策支持下，公司業務得以穩健發展，目前已
經有約一千個客戶，當中包括大型美資銀行、企業等。
駱惠寧昨日戶來訪，令林衛琳喜出望外，「在新聞、

報章上面看到的駱主任，感覺他為人冷靜、甚至有距離
感；但今次他會主動和我們閒談、聊天，感受到他對我
們的關愛，為人非常親切！」
林衛琳表示，見到駱惠寧與年輕員工打招呼、親切交

流，看出他非常關心青年發展及未來，「大家沒有感到
特別大壓力，就像朋友間的相處一樣。」自己昨日向駱
惠寧主任介紹了公司的情況，還提到監管科技的應用前

景 非 常
大，但作
為本地初創
公司，需要面
對大型企業的壟
斷；若要在內地發展業
務，金融信息、個人資料等亦
無法自由往來，令公司只能提供有限
度服務，發展空間受到限制。

感受到中央重視創科
林衛琳向駱惠寧提到公司面對的各種挑戰，隨即收到

暖心的答覆，讓他感到中央政府對於科創發展與金融科
技的重視，「駱主任提到，若有什麼事情可以幫忙，以
及有利年輕人發展的，中央都會樂意支持。……由於我
們的業務客戶以金融機構為主，內容也會較為艱深，但
沒想到駱主任對於我們這個行業相當熟悉，甚至能夠指
出行業的痛點，我們彼此也就正常與異常數據等作了專
業交流。」
他認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香港應

該發揮國際化優勢，積極配合國家「雙循環」發展格
局。「在『內循環』方面，香港緊貼着內地市場；『外
循環』方面要面對海外需求，香港應該利用市場的靈活
地位，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博）相對漁
業，創新科技是新興產業，在國家發展布
局中佔有重要位置，而香港雄厚的基礎科
研也有力為國家科技創新作出較大貢獻。
為激發及釋放香港的創科潛力，國家近年
已推出多項惠港創科政策，包括促成了內
地科研資金「過河」，並在大灣區發展規
劃及「十四五」規劃中，均明言支持香港
建立國際創科中心，為香港科研人員打下
了「強心針」。至上月又針對香港大型科
研儀器的需求及科研項目資金等提出4項
最新支持措施，體現了國家對於香港創科
的高度重視。
在2017年，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本
港24位兩院院士的聯名來信，讓香港的大
學可以在國家支持下進行創新研發；至
2018年5月落實中央和地方財政科技計劃
對港開放以來，內地批出予香港的大學及
科研機構的科研資金已超過3.7億元人民
幣，共支持逾160項研發項目和參建19所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上月頒布最新四項措施
隨着大灣區發展及「十四五」規劃的推

展，香港創科亦能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上月6日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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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成為世界級
「一區兩園」定下合作方向，引領大灣區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在上月7日舉行的「中央惠港科技政策宣

介座談會」，宣布了4項最新的惠港科技措
施，包括讓香港科研人員通過國家網絡管
理平台註冊賬戶，查詢及預約全國的科研
儀器；中央並會新增「香港青年科技人文
交流計劃」，組織香港青年科學家到內地
重點科研機構作短期研究及參訪交流。
另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將於明年3月
起向本港6所大學開放「青年科學基金」
項目，中國科協全國學會更表明會積極吸
納港澳科技工作者參與，加強科技人員交
流融合，共同為國家科技發展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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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衛琳形容與駱主任
交流「像朋友間的相處
一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林衛琳指公司明
年計劃落戶大灣區內
地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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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一行昨日下午探

訪了渡船街籠屋，還

聽取了籠屋住戶陸姑娘的生活情況，並表示體恤她的生活問

題。其後，他落樓正準備離開之際路經樓下商舖時，順道探訪

渡船街商戶，聽取他們在新冠疫情下的苦況。有店主坦言，他

們均盼望早日全面通關令巿民生活回復正常，惟由於駱惠寧突

然到訪，令他們過於驚喜而沒有當面向他反映這個正常通關的

願望，「做夢也沒想到駱主任（駱惠寧）會突然到基層地方聆

聽我們的生活，故他到訪時，我腦袋一片空白，沒有說話，現

在回想起感到十分後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企服務進社區」系列活動下的「醫療服
務進社區」昨日舉行義診，活動由中企
協會上海企業分會牽頭開展，北京同仁
堂、天津津聯集團、中檢醫學等參與。
香港的中資企業素來有真情服務香港
的傳統，與香港一同成長、相互融合，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良多。

危難時主動擔重任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的中資企業
已成為內地在境外規模最大、發展最快
的企業群體，目前為香港提供逾萬個就
業崗位。截至2017年底，在港中資企業
共約4,300家，總資產約27萬億港元，
其中在港資產11萬億港元，在港僱員總
數約9萬人。香港的中資企業中1,000多
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佔上市公司數量
約50%，佔有的總市值超過60%。
回顧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

融危機、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危難
時刻，在港的中資企業都主動承擔重
任，彰顯了責任企業的良好形象，贏得
香港市民的普遍讚譽。
以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例，香

港很多外企撤資裁員，中資企業堅定支
持配合國家與特區政府採取措施，穩定
市場信心，帶頭不裁員、不減薪，與市
民共度時艱，與此同時，中資券商積極
進駐香港，大量吸納本地人才，保障就
業、提振經濟，為鞏固金融中心地位作
出重要貢獻。

助教抗疫回饋社會
在支援教育方面，2002年香港經濟不
景氣、大學生就業困難之際，華潤適時
推出「華潤帶你闖內地」活動，招聘香
港大學生加入華潤。
其後，開展「華潤助你上北大清華」
活動，資助了香港優秀學子赴北大、清

華求學深造，促進兩地青年交流。2007
年，華潤在香港嶺南大學設立「華潤獎
學金」，資助內地偏遠地區學生到嶺大
修讀，為內地和香港培養更多的人才。
同心抗疫方面，2020年中海集團旗下

中國建築國際承建香港竹篙灣臨時防疫
隔離中心項目，在73天內快速建造700
個單位，提供1,400張床位。最終，該
項目提前兩天順利交付，為香港築起戰
「疫」堡壘，點亮希望之光。
在回饋社會方面，中信港澳員工聯

誼會早前在油尖旺區、元朗區和北區
開展「中信關愛 溫暖社區」活動，10
家中資機構的50餘名義工與地區義工
一起走入富榮、瑞愛以及華明三個社
區，探訪了170戶獨居、雙居長者及困
難家庭，向他們派發福袋，送上月
餅、食油、麵及口罩等基本生活物資
和防疫物資，傾聽他們對生活的感悟
和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博）年輕人是國家未來
棟樑，是推動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香港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昨日到訪本地科研企業，其間與年輕
員工閒話家常、噓寒問暖。這些年輕人與駱惠寧
接觸後，均大讚他和藹親切，毫無架子，深切感
受到來自中央官員的關愛。
在本地初創公司「路邦科技」現時約40名員工

中，八成都是30歲以下，不少更是「白紙」一張
的情況下加入公司。Emma及Sam昨日與駱惠寧
交流，並不約而同地認為有關經驗非常難得和珍
貴。
Emma表示，「以往在新聞見到駱主任，覺得
他非常嚴肅，今次與他近距離接觸，發現他特別
有親和力。」Sam憶述道，「駱主任和我們每個
人打招呼，問我們從哪間大學畢業、在這公司做
了多長時間，大家閒話家常。」

港青盼與內地交流不落伍
中央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支持香港

建立國際創科中心。粵港澳大灣區是極具發展潛
力的國家戰略部署，Sam表示，自己曾經因公事
到深圳、江門及中山等內地城市出差，「內地城
市的科技發展很快，除了交通系統，送餐機器人

等技術已經普及化，令我留下深刻印象。」Em-
ma表示，「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發展很快，也不斷
冒出新技術，讓我開闊了眼界；我也願意與內地
人才交流，才不會讓自己落後。」
Emma及Sam在與駱惠寧的交流中，感受到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與信任。Emma表示，「我們從
新聞上面可以看到，國家頒布了很多政策，讓港
澳青年可以往大灣區發展。」Sam表
示，駱惠寧昨日行程緊
湊，大家沒能一起坐
下來詳談甚為可
惜，「若有機
會，我希望再
和駱主任交
流！」

中企社區義診 傳承服務香江

科研初創公司話家常 員工感受中央支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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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地移居香港滿7年的「籠民」陸姑娘，
剛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由於她在安老

院舍工作的入息超過申請公屋的限額，故無法
申請公屋單位。
陸姑娘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在旺角

渡船街順興大廈的籠屋單位已居住約5年，其床
位月租2,200多元，相比於租金屢見新高的劏
房，已算便宜和穩定，「雖然未有加租，但就
加了冷氣費，現時冷氣費每月要180元。」租
金雖便宜，但其居住面積則細小得多，她居住
的睡房分上下格共有四個床位，她居於其中一
個下鋪，上床後關上趟門便是其小天地，內裏
放滿衣物和其他雜物。
陸姑娘曾是公屋住戶，早年從內地移居香港與
港人丈夫團聚，曾在公屋居住，惟其後與丈夫離
異，但她當時不清楚香港的公屋政策，沒有向房
屋署申請分戶，離婚後搬離公屋單位，便一直在
劏房、籠屋搬來搬去，「由於在安老院工作的薪
酬剛超過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因此也不能夠申
請公屋單位，只有在這裏居住。」

盼提供過渡房屋改善生活
駱惠寧昨日下午探訪了「籠民」岑志立，還

聽取了陸姑娘的生活情況，並表示體恤她的生
活問題。陸姑娘表示，其母親等親人在家鄉，

她現時在香港無依無靠，要自力更生，雖然未
能申請公屋，但亦希望特區政府能為她這類住
戶提供過渡性房屋單位，令他們可以用較便宜
的租金暫時入住合適單位，以改善生活環境。
陪同駱惠寧探訪的油尖旺區議員許德亮則表

示，有不少新來港人士也像陸姑娘一樣，因為
不知道房屋署有分戶政策，一旦與丈夫離婚亦
不懂提出分戶要求，結果要入住籠屋這類單
位，被迫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
由於該籠屋單位其他住戶昨午因為已外出工

作，與駱惠寧主任緣慳一面，但駱主任準備多
份禮物袋送贈給每名住客，每袋內有曲奇餅、
梳打餅乾、米餅、巧克力、罐頭、牛奶等，以
表達對住戶的關懷和心意。

東主惜未提正常通關心願
駱惠寧在離開籠屋單位、路經樓下商舖時特

地了解當區商戶的苦況。出售香煙和雜貨的東
主楊女士坦言，今次探訪突如其來是她始料
未及的，「我腦袋當時一片空白，唔知說什麼
好，現在回想起十分後悔無當面向駱主任反映
對恢復（正常）通關的訴求。」
她說，疫下的內地旅客歸零，加上「控關」
令貨品的運費增加逾兩成，每月盈利由幾萬元
跌至萬多元，「幸好我們是家族生意，不用聘

請員工，否則已入不敷出。」她由衷期望早日
恢復正常通關令巿民生活回復正常。
楊女士指出，區內有兩間酒店，疫情前尤其

是10月國慶期間總是住滿內地遊客，經常會到
其店舖購買香煙及樽裝飲品，每月單單是遊客
生意額已約兩萬元：「酒店現在也生意慘淡，
我們自然也受到牽連，現在只有做街坊生意，
每日生意額最多也是一兩千元。」楊女士續
說，「控關」同時導致貨品運費增加逾兩成：
「旺角一帶也是基層家庭，尤其是長者，我們
難以將成本轉嫁到他們身上，故盈利愈來愈
低，由每月幾萬元跌至萬餘元。」
楊女士的女兒林小姐補充，「控關」令他們
一家留下遺憾，其爺爺去年在內地身故，因至
今仍未全面通關而無法奔喪。她和楊女士均盼
望早日恢復正常通關令巿民生活回復正常。駱
惠寧是次到訪，本應是陳情的大好機會，惜她
當時忘了當面向他反映這個通關願望：「做夢
也沒想到駱主任（駱惠寧）會突然到基層地方
聆聽我們的生活，故他到訪時，我腦袋一片空
白，沒有說話，現在回想起感到十分後悔。」
另一售賣茶葉及雜貨店舖的東主則指，恢復

正常通關對其生意有幫助，他指出現時少了遊
客光顧，扣除萬餘元舖租及其他開支，每月盈
利只有萬餘元，較疫情前少近兩成。

義診現場慰問長者 老友感謝中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探訪
活動的其中一場，是到深水埗參與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及香港社
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舉辦的「中企服務進社區」社區義診日活
動。多位曾與駱惠寧交談的義工及長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時均表示，駱主任表現親切，除了慰問他們，耐心聆聽他們
的心聲，並對他們所面對如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過長等的醫療問題
表達關注，長者們都希望駱主任可多落區與市民見面。
昨日社區義診日有近20名現職及退休醫護人員擔任義工，為270

名已預約市民包括長者提供西醫全科、中醫全科、針灸、推拿、
心血管硬度檢查等免費醫療服務，並提供醫療意見，提醒健康或
有問題的市民盡快求醫，也希望藉活動讓長者定期了解自己的健

康狀況，從而尋求適切援助。

驚喜駱主任前來打氣加油
香港社區醫療教育服務協會主席郭彥麗其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對於駱惠寧昨日親自前來為他們打氣加油，郭彥麗表示十
分驚喜，因事前也不知道駱主任會親自來訪，了解他們的服務情
況，故感到非常開心和鼓舞，也代表他們多年來的工作受到肯
定，並為未來繼續服務社會帶來動力。而駱惠寧提出的問題也很
細緻和貼地，明白他是希望知道得更多。
她表示，香港市民對醫療的需求很大，卻因社會資源有限，
市民輪候公共醫療服務的時間頗長，醫護人員日常工作亦很忙
碌，協會希望能協助減輕公共醫療的負擔，滿足基層市民對醫
療服務需求，故多年來一直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免費身體檢查、
健康講座及義診等服務，曾接受服務的市民數以百萬計。

盼日後常落區與市民見面
為市民進行心血管硬度檢查的退休護士蘇小姐擔任義工多年，

她同樣對駱惠寧的來訪感到驚喜，駱主任除感謝他們服務社會，
還詢問他們的工作情況，十分親切。
3名曾與駱惠寧傾談的長者表示，駱主任很關心他們，非常細心

地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和就醫情況。70歲的蘇伯伯向駱惠寧反映
公營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長的問題，動輒數年等候時間，對有需要
長者完全沒有幫助。69歲的羅太和67歲的歐陽太對駱惠寧親自聆
聽市民的心聲感到欣喜，盼他日後多落區與市民見面。他們也感
謝中資機構贊助活動，而它們投資香港，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
很大貢獻，也為市民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希望他們在營商的同
時，也可繼續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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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姑 娘
（左）與岑志立

（右）在籠屋居住
了5年，他們都對駱惠寧

主任的探訪倍感親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陸姑娘居住的房間環境窘迫陸姑娘居住的房間環境窘迫，，設有上下鋪四個床位設有上下鋪四個床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社區義診日有醫護人員為市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醫護人員走進社區，為街坊提供醫療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路邦科技」年輕員工讚駱主任和藹親切，毫無架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Sam 期
望與駱主任有
更多交流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左起：蘇伯伯、羅太、郭
彥麗和歐陽太。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蘇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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