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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善意提醒港提升創新能力值得重視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及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張曉明善意提醒香港應謀劃長遠提升創新競爭力，值得各方重視。張

的研發基礎，科技開發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科技發展
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科技研發需要完善的教育培訓制
度，這一切光靠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香港企業界是不夠
的。各國的實踐也表明，創新競爭力的提高離不開政府
的支持。

曉明寄語香港青年，要把目光投放在更廣闊的空間，更指出了香港年輕人是提升香港創新競爭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出席在本港舉行的博鰲亞洲青年論壇致辭時表示，不論特區政府、企
業家或社會各界，都應該謀劃長遠，更加重視對創新競爭力的研究和投入。實際上，面對國際
競爭力取決於創新能力的趨勢，探討如何避免創新力持續成為香港整體競爭力的弱項，是政府

力的希望，這對香港青年做創新的夢想家及實幹家，是積極的鼓舞。
張曉明日前出席在本港舉行的博鰲亞洲青年論壇致辭
時，特別提到世界經濟論壇早前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
中，香港在創新競爭力僅列二十三位，排名有點「差強
人意」
，他提醒香港各界「形勢逼人，不進則退」
，香港
要更重視創新競爭力的投入。

香港經濟不可忽視的弱項
創新能力是運用知識和理論，在科學、藝術、技術和
各種實踐活動領域中不斷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
值、生態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發明的能
力。創新能力是民族進步的靈魂、經濟競爭的核心。當
今世界的競爭，與其說是人才的競爭，不如說是人的創
造力的競爭。被稱為競爭戰略之父的哈佛大學商學研究
院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其著作《國家競爭
力》中，針對世界上在不同產業成功的十個國家進行競
爭力研究，最後歸納出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不斷地創
新。
缺乏長遠規劃，導致創新競爭力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
勢，一直是香港經濟不可忽視的弱項。早在2009年，時

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兩會期間會見港澳全國政協
委員時就一針見血指出，缺乏長遠規劃，一直是香港經
濟最為嚴重的弊病。的確，過去香港政府對經濟長期採
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沒有採
取必要的扶持措施，從來沒有制訂整體科技長遠發展計
劃，政府架構中也長期沒有主管科技發展的機構，R&D
（研究與開發）支出也一直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

提高創新競爭力離不開政府扶持
可喜的事，特首梁振英上任後曾在立法會闡述管治理
念，提出希望花兩年時間，遏止香港社會發展落後的趨
勢，然後再花兩、三年重拾上升軌跡，這個前二後三的
時間表，成為梁振英施政總體規劃的框架，也是謀劃長
遠的一個框架。但只有框架並不夠，重要的是框架中的
實質性內容。
中小企業歷來是香港經濟的基石，但就發展高新技術
產業而言，中小企業既無法滿足其所需的巨額資金要
求，又不具備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而且還缺乏吸引人
才的經濟與技術實力。而實際上創新科技發展需要先進

同為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和韓國的創新競爭力不斷提
升，而香港的創新競爭力不斷下降，與香港缺乏長遠謀
劃和政府對科技競爭力的支援不足密切相關。韓國1999
年設立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在政府的
推動下，科技研發帶動韓國經濟發展。例如，寬頻應用
帶動韓國的文創產業、遊戲軟體，而韓國製造的液晶電
視機亦成功攻佔全球市場。新加坡2003年啟動GET-Up計
劃，向企業提供技術、人力、財政和拓展海外市場的援
助，鼓勵中小企業吸收和運用新技術。現在，新加坡的
微電子製造技術、資訊通訊技術應用已在全球居領先地
位，生物技術亦日漸成熟，生物製藥業發展迅速。
要提升香港創新競爭力，避免創新力持續成為香港整
體競爭力的弱項，香港必須謀劃長遠，制定提升創新競
爭力的完整的策略和周詳計劃，大力投放資源，統籌規
劃整體發展。香港可考慮在政府架構內設立較高層次的
創新科技部門，將業界與科研機構的意見上達給政府決
策層，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張曉明寄語香港年輕人，不要只顧埋頭玩手機通訊等
軟件，只做創新收益者，應做創新的夢想家及實幹家，
更指出了香港年輕人是提升香港創新競爭力的希望。實
際上，科學史上最偉大的原始創新，都是來自於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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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集會挺國教
增港人國民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年前，

反對派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抹黑成「洗腦
科」
，更煽動巿民包圍政總，令國教科被擱
置。網民團體「沉默之聲」將於周末舉行
「支持國民教育一周年」集會，邀請學者、
時事評論員出席演講。「沉默之聲」主席
萬家強昨日指出，反國教運動在香港社會
「泛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播下第一粒種
子，令反對派以為只要夠人多，加上媒體
配合就可以為所欲為，終發展出「佔領中
環」、培靈學校教師林慧思爆粗辱警等事

■萬家強指
反國教為
「泛公民抗
命」播下種
子，衍生出
佔中、教師
辱警等違反
倫常的政治
事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件，是因為巿民缺乏國民身份認同而起，

會並非為了促請特區政府重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封鎖線明明是犯法，卻被其「幕後勢力」美化為
他們也沒有打算約見教育局官員反映意見，向政府 「教師模楷」、「仗義執言」。「反國民教育運動為
施加壓力，而是希望通過民間活動推動國民教育， 社會『泛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播下第一粒種
人國民意識。
子。為一連串令人譁然的『佔中』行動、演藝荒
加強港人的國民身份意識。
誕畢業禮、辱警教師等違反道德、倫常的行為，
默之聲」將於本周六（14日）下午4時
不滿「反國教」運動理歪氣壯
提供了培植的土壤。」
至6時，在皇后像廣場舉辦「支持國教
他解釋，去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完全是
一周年：國民教育與社會發展」集會。「幫港出聲」
「拒認中國人」 證教育必要
，理歪氣壯，拒絕理性溝通，所謂「國民
召集人何濼生、香港歷史學會會長呂元聰、全國政 「偽民主」
「沉默之聲」副主席鍾慕蘭則批評，有部分人
協委員劉迺強將任演講嘉賓，並邀請了多個國民教 教育關注組」及「學民思潮」等當時完全拒絕與
育運動後起群組，包括香港社會關注組、香港行 特區政府溝通，更號召10萬人包圍政總要求撤回科 「自豪地」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歧視內地同胞、邀
動、保衛香港聯盟等團體的負責人出席發言，屆時 目，政府為了爭取更多時間處理其他利民紓困措 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都是缺乏國民意識的行
施才擱置科目，以「息事寧人」，卻令反對派產生 為，並提醒港人不應該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更歡迎公眾上台發表意見。
錯覺，以為只要夠人多，有媒體配合就可以為所 「（覺得）國家有問題應該從內部改變（她），國家
政府擱置 唯靠民間推動
不好的話就更加要愛」
。
欲為。
除周六集會外，「沉默之聲」會繼續舉辦推動國
萬家強直指，「佔中」猶如小孩子威脅母親，
萬家強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說，香港今日出現的
「亂局」
，都是因為不少人缺乏國民身份認同，但特 一旦「佔中」得逞，反對派日後將動輒以佔領、 民教育的民間活動，包括於稍後舉辦親子基本法研
首梁振英已表明任內不會重推，故「沉默之聲」集 威脅手段迫使政府就範，更不滿林慧思闖入警方 習坊，並計劃邀請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任講者。

他們希望通過民間方式推行國教，加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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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中人聲稱
「和平佔中」
，但近年多次遊行示威均爆發衝突，
令香港社會各界擔心「佔中」可能造成更嚴重的
後果。「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昨日終承認，自己
難以估計「佔中」當日「會發生甚麼事」
，並「認
同」此舉會打擊香港經濟，令樓市下跌20%，但
就堅稱倘要避免出現類似情況，中央政府就應該
提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佔中」發起人繼續到校園「播毒」
。戴耀廷昨
日就到城市大學宣傳「佔中」的論壇，但僅20多
名學生「坐一坐、聽一聽」
。
戴耀廷在論壇上承認，自己難以估計「佔中」
當日會發生甚麼事，並聲言自己認同「幫港出聲」
發起人之一的周融的說法，「我接受周融講，
（一旦『佔中』）經濟會受到打擊，樓價會大跌
20%」，但聲言他們之所以要繼續搞「佔中」，是
要製造一個「大家都要面對的危機」，以增加港
人的「討價還價」實力，「以戰爭對抗戰爭」，
又稱「佔中」並非一次就能達成結果，需要「佔
二三四次」，「只要給港人『真普選』，『佔中』
就不會出現，大家都可以毋須運用傷人傷己的手
段」
。

特首飯局互不引述
為讓嘉賓暢所欲言
。記協指稱，是次宴會「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 述，互不引述」
，又「限制」與會者不得引述其他人士包
振英今日舉行晚宴，邀請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 極低」
會面，就政改及社會關心的議題交換意見。不 括梁振英的言論，「這種安排有違記協堅持的
過，獲邀的香港記者協會於昨日突然發表聲 高透明度原則，因此記協決定不出席今次會
。
明，聲稱晚宴「自我表述，互不引述」的安排 議」
與該會堅持之資訊透明原則不符，故不會出席
特首辦：盼各界尊重原則
宴會。特首辦於晚上回應指，特首以往舉行類
特首辦昨晚發表聲明回應，強調為了讓出席
似聚會時，一直都採用有關原則，是希望讓出
者暢所欲言，因而期望與會人士若對外界就會
席者暢所欲言。
記協在今晚宴會前的一天突然發出聲明，聲 面內容作出評論，會尊重「自我表述，互不引
稱他們在接獲晚宴邀請後向特首辦查詢飯局安 述」的原則，而會面亦不會安排公開採訪。
排，包括會後可否引述他人意見以及特首會否 「行政長官上任以來，一直以不同方式與社會
在飯局後會見記者等，但特首辦發言人回覆表 各界保持聯繫，包括宴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就各
示，晚宴的目的是讓特首跟與會人士溝通，聽 議題溝通交流，聽取意見。」
取意見，發言人指明，獲邀人士只可「自我表

人。比如牛頓發現萬
有引力、發明微積
分，是他20幾歲在康
橋學習的時候。愛因
斯坦發明相對論，是
■楊志紅
他20幾歲大學剛畢業
的時候。蓋茨在19歲時就開始走向「陌生」的軟體時
代，他創立的微軟，改變了PC應用，也改變了人類生
活。張曉明寄語香港青年的話，對香港青年做創新的夢
想家及實幹家，是積極的鼓舞。

克服泛政治化干擾
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創新競爭力疲弱拖累香港整體競
爭力，已長期存在，但在香港社會泛政治化干擾下，政
府和社會都未能集中精力解決這一問題，以致香港創新
競爭力持續滑落。近年香港社會泛政治化已成為經濟發
展的最大障礙，反對派策動「去中國化」
，妖魔化兩地
經濟融合，以泛政治化手段打殘香港經濟，造成嚴重負
面後果。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必須警惕泛政治化成為
香港經濟發展的瓶頸。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紀
律部隊交流團時，強調香港的地位取決於經濟發展，保
持經濟繁榮是香港的第一要務。張德江強調發展經濟是
第一要務，顯示了中央對目前香港形勢的準確判斷，也
使社會各界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和任務，明確未來
努力的方向。張曉明善意提醒香港宜謀劃長遠，提升創
新競爭力，也體現了中央強調發展經濟是香港第一要務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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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9月9日在港召開的
2013博鰲青年論壇開幕式上表示，香港的成
功包含 各種創新故事。從製造業中心向現
代服務業城市的轉型，從科技大學的崛起到
文化創意產業的興盛，以及香港企業開發的
商業模式和全球供應鏈模式，這些無不閃爍
港人智慧的創新典範。張主任寄語香港年
輕人，不要僅僅習慣於利用微博、微信等溝
通、購物，不要只做創新的受益者，而是要把
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空間、更長遠的未來，勇作
創新的夢想家，爭做實幹家，在創新的時代浪
潮中大顯身手。顯然，張主任欣賞香港青年人
使用新科技，更鼓勵他們創新。

青年人是創新的重要力量
張主任指出，青年人是創新的重要力量，擁
有創新的優勢條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繼
續保持國際貿易、金融、國際航運中心的地
位，保持國際性城市的特色，保持有利於創
新、競爭的許多制度優勢。特別是香港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國家發展的巨大機遇和世界創
新發展的跌宕潮流，為匯集在香港的各類青年
人才提供了施展創新才能的眾多機會。
香港年輕人非常喜愛使用電腦和網絡，他們的
互聯網使用技能（Online Skills）
，包括使用各種相
關硬體和軟體在互聯網上完成特定任務的熟練程
度，是令人嘆賞的。香港年輕人在互聯網上查
閱找尋需要的資訊和由互聯網上下載軟體、圖
像、音樂等，已經成為了他們普遍掌握的技
能。同時，轉發E-mail附件、留言板、聊天室、
ICQ等會日益成為香港年輕人習慣使用的服務。
香港年輕人也習慣於利用微博、微信等溝通、購
物。比起其他地方的年輕人來說，香港年輕人更
加是創新的受益者，張主任對此是欣賞的。
但是，張主任更鼓勵香港年輕人創新。他強
調香港的成功包含 各種創新故事。張主任指
出，現時許多國家把創新科技提升到國家戰略
目標，成為國家競爭力核心要素，坦言「誰能
在創新科技方面搶佔先機，誰就擁有優勢，擁
有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發展的主導權。」實際
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
世界各主要國家都面臨 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
的深度調整。 許多國家紛紛把加強科技創新，
加強前沿基礎研究，加強人才培養，加快培育
和發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絡、生物醫
藥、節能環保、低碳技術、綠色經濟等新興產
業，作為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發展的重點，
搶佔未來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戰略制高點。

希望香港青年在創新時代大顯身手

美國已出台「創新戰略」
，明確提出美國未來
的經濟增長與國際競爭力取決於創新實力。歐
盟「2020戰略」明確將「研發投入強度達到3%」
作為五大戰略目標之一，把建設「創新型聯盟」
柳 作為七大配套旗艦計劃之首。日本提出了「未
頤 來開拓戰略」，俄羅斯提出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
衡 「國家政策重點方向」，韓國提出了「綠色發展
國家戰略」
。美國企業的軟體和計算服務研發投
入佔全球的75%，IT硬體研發投入佔全球的48%，醫藥研發
投入佔全球醫藥研發總投入的43%。在全球汽車研發投入中
歐盟佔44%，日本佔36%。在全球化工行業研發投入中歐盟
佔40%，日本佔34%。90%以上的跨國公司把技術創新作為
企業戰略的主要內容，研發投入佔銷售額的比重都在5%以
上。
近日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位列全
球第七、亞洲第二位，令人稱羨，但創新競爭力則排名二
十三，差強人意，形勢逼人，不進則退。張主任希望社會
各界加強研究創新競爭力，他更希望香港年輕人勇作創新
的夢想家，爭做實幹家，在創新的時代浪潮中大顯身手。
張主任將提升香港創新競爭力的希望寄託在香港青年人身
上，這對香港青年是極大的信任和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