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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座談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抓機遇發展創科 創青年上流機會
習主席重要講話

學習

香港科技界學習貫
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座談會昨日在

香港科學園舉行，多名在港兩院院士、大學校長和教授、科技公司及
科研界代表等聚首一堂，集體進一步學習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有科技界代表提到，香港周邊城市發展很快，留給香港的時間已經不
多，故特區政府要拿出氣魄，採取新的政策，讓香港搭上國家高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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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快車，抓住國家發展歷史機遇，同時繼續增加對研發投入至超過
GDP 的 1.5%，讓前線科研人員真正感受到資金增加，也要利用科技
發展為老百姓排憂解難，通過發展創科產業，為青年創造更多向上流
動的機會，務實有為、不負人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是次座談會由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與京港學術交流中心聯合主辦，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座談會上分享了對
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的幾點學習體會。
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主席葉玉如出席
並發言，一眾參加座談會人員亦踴躍表
達意見（見表）。他們感謝習主席對香
港創科的高度重視和關懷，同時結合所
在領域，暢談對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的
學習認識和深刻體會。

孫東：優化創科政策頂層設計
孫東表示，首天以局長身份出席公
開活動，就是參與香港科技界學習貫
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對此感到榮幸，也很有紀念意義。結
合習主席重要講話中對特區政府的期
望，孫東分享感受時表示，特區政府
要着力提升管治水平，增強管理能
力，優化創科政策的頂層設計。「香
港過往奉行『小政府大市場』，但對
科創來說，頂層設計至關重要，需要
從政策、制度框架拆牆鬆綁，這樣才
可真正讓香港搭上國家飛速發展的快
車。」
目前，香港的研發開支佔 GDP 比率約
1%，孫東認為，新加坡和倫敦都是值得
香港參考的地方，「前者（佔 GDP）
1.89%，後者 1.2%……我個人是希望香
港增加至不少於1.5%。」
他續說，若科研投入得到增加，如何

善用額外資金也是一大關鍵，「政府投
資超過 1,500 億於創科發展，大部分錢都
用在 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一線
科研人員沒有感受到太大變化，希望未
來錢增加了後，可讓前線科研人員感受
到資金增加。」
孫東表示，若未來資金有所增加，也
可考慮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
（ITF）
支持基
礎科研。

葉玉如：與內地共建全球科創高地
葉玉如表示，習主席一直心繫香港，
高度關心並推動香港創科發展，在視察
香港的緊密行程中，仍專程考察香港科
學園，亦充分肯定了香港在國家發展進
程中所作的貢獻，香港科技工作者是國
家實現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令香港科
研工作者備受鼓舞。
她認為，習主席在講話中為香港發展
指出方向、提出更高的要求。香港應匯
聚全球資源，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
展、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
她續說，習主席非常關心青年科研人
員的發展，表示要為年輕人提供更大發
展空間。香港科技界也應鼓勵更多年輕
人投入科研工作，支持他們創新創業。
葉玉如強調，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施國家「十
四五」規劃，都為香港創造了寶貴機
遇。在習主席的支持和關懷下，大家應
一起努力，繼續推動內地與香港科技合
作、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貢獻。

醫療衞生界：用好「一國兩制」 合力應對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醫療衞生界七一
專題研討會」日前順利舉行，超過 200 名業界人士，包括
中醫、中藥、醫生、牙科醫生、藥劑師、護士、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臨床心理專家等，結合各自
專業，學習貫徹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精神。

高永文：中央對
「一國兩制」
堅定不移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出席研討會，
並為與會者解讀習主席 7 月 1 日的重要講話。他指出，香
港與祖國向來風雨同舟。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
，就要
明白這一制度源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需要尊重內地
的制度和政策，同時不可以脫離中央的管治而僅僅尋求高
度自治。
他指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已經清楚表明，中央對於
「一國兩制」的實施堅定不移。在抗擊疫情的日子裏，大
家都已感受到來自祖國的支持。無論是社會需求，還是政
策方向，香港都應堅持「一國兩制」。

林順潮：業界齊心合作抗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林順潮透露，醫務
衞生局局長盧寵茂上任後即開展工作，假期中也約見核酸
檢測的運營商，並提出
「多、快、準、易、平」
五個要求，
可見新一屆特區政府戰勝疫情的決心。醫療衞生界也需要
齊心合作，全民一致合力應對疫情。
他續說，醫療衞生界也應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的運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的設
立，表明香港已經融入大灣區發展，希望更多的醫療同業
抓住機遇，為更多民眾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林哲玄：務實有為 互相合作同發展
研討會議召集人、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表示，籌辦研
討會僅短短數天，卻得到超過 30 個醫療衞生專業團體的
支持，證明意志決定效率。面對無限機遇，醫療衞生行業
更應務實有為，互相合作，共同發展。
其他與會嘉賓紛紛表示，醫療衞生界各專業人士要充分
發揮自身所長，把握發展大勢，堅定信心，大膽奮鬥，不
辜負國家的殷切期許。作為時代故事的見證者和書寫者，
業界更應充分把握歷史機遇，用好
「一國兩制」
賦予香港的
獨特優勢，為香港人民的健康不懈努力，為香港醫療制度
的發展鞠躬盡瘁。

創科界人士分享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副主席、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
香港年輕人需要有見識世界的機會，建議特區政府考慮資助所有
大學生分別到內地及外國交流一次，既有機會認識國家，提升年
輕人對中華文化、歷史的認識，對國家的認同感，同時也可開拓
他們的國際視野。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
教育工作者應該貫徹落實習主席對青年未來的期盼。教育要與時
並進，同時要深化兩地高等教育合作和交流，鼓勵更多教研人才
和學生來往，及幫助年輕人建立正確價值觀，加強他們對祖國認
識與認同。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
我在 1976 年到香港定居，香港的創科發展機遇從沒有像現在這
樣好。身為香港科研工作者，應該珍惜這個機會，提高自己的使
命感，為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成為世界科技高地作出自己的
貢獻。
◆中國科學院院士支志明：
要鼓勵年輕一代追夢。正如運動員追求奧運金牌，香港年輕科研
人員也要有目標，同時要吸引優秀的科學家來港，為年輕一代帶
來正面影響。
◆中國科學院院士謝作偉：
創科跟基礎研究密切相關，希望特區政府創科和基礎研究投入加
大一至兩倍，同時進一步促進香港的基礎研究成果轉化，讓基礎
和應用研究兩者相輔相成。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盧煜明：
看到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的決心。在創科方面，樣品和數據是必
要的，希望未來可以優化和簡化樣品與數據過河，以及放寬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行使專利權和註冊科技公司。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研究及創新）岑浩璋：
青年科學家應當盡自己力量做好科研，及預備好把科研成果轉
化，讓社會及普羅大眾感受到科技進步帶來的生活提升。期待創
科生態鏈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所完善，並積極培養相關專才。
◆香港理工大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主任鍾國輝：
香港未來可推動與內地鋼鐵工業合作，不但香港的建築可以使用
中國鋼材，也可以推動中國鋼材走出去。同時，大灣區內的建造
業界可以緊密合作，發展模組建築，解決香港居住需求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教授歐國威：
特區政府應加強對創科，特別是基礎研發的投入，因為後者是創
新的基礎，同時要加強對創業公司和創業人才的支援。
◆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
特區政府應將對創科投入盡可能量化，並透過強化科技創科政策
的研究來提升治理能力，以及主導品牌性的專門綜合會議，以人
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作為主要方向，打開青年的眼界。
◆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

執行主任張兆翔：
香港創科要想取得長足的發展，要想真正地實現國際創科中心，
絕對離不開兩地合作和優勢互補，包括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發之間
的互補，以及在制度上的互補。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
在培養香港本地人才方面，必須給予香港人有向上流的空間和機
會，與此同時，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國際人才中心，吸引國際人
才，而香港在這兩方面都有優勢，必須努力去做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姜嘉軒

中出商會盼獻力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展指明方向。商會希望透過集中學習，讓大家
深入理解習主席講話中所包含的豐富內涵，及
領會其中帶來的啟示，以指導大家的實際工
作。
座談會由該會副會長貝鈞奇主持。該會會長
林龍安在線上指出，香港的治港班子和各界人
民只要深刻地領會、認真學習、堅
決貫徹執行習主席的重要講話，香
港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產
業大大升級，經濟和民生得到大幅
度改善，又希望與會者都能為「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貢獻力量。
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引述
習主席提出的「四個必須」和四點
希望，高度評價香港「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深刻總結「一國兩制」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舉辦座談會，學習習近平主席早前來 實踐規律，對建設好治理好香港提
港的重要講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出 重 大 要 求 。 港 人 必 須 深 刻 認 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昨日舉辦座談會，組織會董及青委骨
幹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港發表的重要講
話，逾 50 人於現場或透過視像會議出席。商會
認為，習主席的講話高瞻遠矚，所提出的「四
個必須」和四點希望為香港下一步的管治及發

「一國兩制」的地位與重要性，以及如何參與
去管好這塊土地，按照習主席所提出的一直走
下去。
出席座談會的成員均暢所欲言，主要是對
習主席提到的必須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深感鼓
舞，認為是對全港市民和國際投資者派了定心
丸，有利於香港營商環境的穩定和優化。
榮譽會長兼會務顧問黃定光指出，習主席的
重要講話提到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他希
望特區政府新班子總結過往經驗。商會今後亦
要加強政策研究，及時、準確地向特區政府提
出建議。
商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文斌特別關注
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特地提到青年的發展，商
會今後會舉辦更多活動聯繫青年的心，「今後
應花更多時間於青年就業、教育及住屋方面，
例如邀請相關政策局局長出席研討會等。」

西潮：續挺依法施政 市民安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九龍西潮人聯
會（西潮）昨日舉行分享會，學習習近平主席
重要講話精神，70 多人與會。該會表示，作為
地區團體，西潮將一如既往深入社會基層，了
解民生所需、市民所想，並繼續支持特區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落實施政，保障市民的安居樂
業。
西潮會長潘陳愛菁會上表示，習近平主席的
講話令香港各界倍感鼓舞和振奮，增進市民對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繁榮發展的信
心。該會一定會繼續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帶領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攻堅克難，推動社會和諧發
展。該會將一如既往深入基層，了解民生所
需、市民所想，將社區關愛傳遞到更多基層家

庭，以及引領香港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
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一
起參與建設香港更美好的明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應邀擔任分享會的
主講嘉賓，和與會者分享學習體會。她表示，
習近平主席不僅關心香港的民生，更對香港年
輕人寄予厚望，體現了習主席愛民親民的情
懷。她希望將習主席的講話精神傳遞給年輕
人，增進大家對國家的信心，以及對融入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的信心。
她亦期待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令港人安居樂
業，大家團結一心，堅定貫徹「一國兩制」，
在香港新征程上共創香港新輝煌。
西潮常務副會長陳欣耀、羅黃慧玲、楊詩

◆九龍西潮人聯會舉行分享會，學習習近平
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傑，永遠榮譽會長黃業坤在分享體會時表示，
習主席的講話高瞻遠矚，溫暖人心，展現中央
對香港的重視和深切關懷，並期待新一屆特區
政府帶領社會各界團結一心，攜手努力，書寫
香港發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