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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在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方面的大事
接連不斷，繼創科局衝破重重難關正式成立
後，經多年籌備的港科院於前日成立。昨天，
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舉行授牌儀
式、港科院召開了科技創新峰會。來港出席峰會
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教授強
調，國家全力支持香港的創新發展，將會進一步
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科研創新合作，為香港的科學
家及青年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些都有助於
香港充分利用兩地的資源及優勢，與內地合力提
升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能力，在為國家和本地的
產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的同時，讓科技與創新
成為今後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在創新峰會上，萬鋼對香港的科研給予了高
度評價，他指出香港是科學高地、創新重鎮，
是國家創新體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確，
香港擁有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理工大學等科研與教學水準居世界
前列的大學，其開放程度很高，多年來一直與
世界各地頂尖科研機構和一流科學家交流頻繁，
合作進行過很多成功的項目，有豐富的經驗。
而且，香港科學家也開始進入國家的科技體制，
與內地合作共同承擔了一些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並
取得重要成果，這些都是香港大力推動創新與科
技發展的基礎。國家為了促進香港的繁榮穩
定，協助香港全面走上科技創新之路，除了完
善與香港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的資源共享之外，
還全力支持兩地青年的創新和創業，建設了一

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眾創空
間，希望為青年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

在整個國家的科研體系來說，香港與內地各
有優勢，各擅勝場。眾所周知，內地在基礎研
究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而香港的優勢，應
該是在籌集資金和成果轉化，特別是市場推廣
應用方面。因此，香港未來與內地的合作之
路，應該是進行全面的優勢互補，在整個科技
與創新的產業鏈上，除了有關大學繼續在上游
(基礎性領域)進行相關的研究之外，還應該集中
資源在中下游領域，包括科普教育和科技生產
方面努力狠下功夫。具體來說，一是要發揮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與集資中心的優勢，通過與內
地科研單位的全面合作，為重大項目籌集資
金；二是發揮香港市場觸角敏銳、網絡密集的
特點，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和市場推廣應用，讓
創新與科研的成果得到廣泛應用，能夠成為新
的經濟增長點；三是運用香港在現代服務業方
面的優勢，提供全面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
財務等領域的專業服務。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大力倡導創新驅動
發展的背景下，香港在創新與科技上面臨重大發
展機遇，應在現有基礎上，全面加強與內地的優
勢互補和協同創新，在更大範圍內深化科技創新
的交流和合作，尤其是全力推動科研成果的應用
性轉化和市場推廣。這些方面做得好，香港的優
勢地位將更加鞏固，經濟持續增長就有了保障，
「超級聯繫人」功能將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發揮香港優勢 強化兩地科研合作
立法會將於本周三恢復二讀被反對派誣衊為

「網絡廿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多個反對
派團體宣稱會在立法會外集會反對通過議案。對
於版權修訂條例，社會上有不同聲音本屬正常。
但任何意見的表達，都應該保持克制與理性，在
合法的框架內進行。情緒發洩式的表達，甚至訴
諸暴力的「衝擊行動」，不僅無助收窄各方分
歧，反而會衝擊香港賴以成功、市民引以為傲的
法治精神，更嚴重摧毀理性討論問題的空間。全
社會都應該自覺抵制極端行為，力求以理性、務
實的態度進行充分協商與溝通，爭取化解分歧，
形成共識，解決爭議。

理性來看，修訂版權條例是有其客觀必要性
的。隨新媒體和數碼傳播發展一日千里，帶動
知識產權從內容和形式上亦多樣化。而本港現行
的版權條例早已過時，往往不能為創業產業提供
有效的法律框架去處理新媒體環境下的侵權行
為，故此修訂香港的版權條例，保護業界免受網
上盜版侵權活動侵害，就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況且，健全和完善版權制度，符合鼓勵創新、創
造的時代宗旨，此舉不僅有助推動本地創新產業
發展，長遠而言對本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亦有裨
益，社會應該理性思考修例背後的現實和長遠意
義，而不是對新的變革抱持保守僵化和抵制的心
理。

誠然，圍繞此次修訂的最大爭議，是有人擔憂
新例會對「二次創作自由」產生窒礙。但此次修
訂草案的內容和範圍，是建基於公眾諮詢和法案

委員會討論的結果，已經兼顧和平衡了不同持份
者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在遵循保護原創的精神
下，條例草案亦提供了足夠的版權豁免內容，最
大程度地保障了公眾自由表達和合理使用版權作
品的權利，版權使用者可繼續創作以戲仿、諷
刺、滑稽、模仿、評論時事及引用為目的的衍生
作品，而不用背負法律侵權責任。至於有關版權
的執法方面，亦會與「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分開
處理，兩條法例不能跨部門使用，消除了公眾對
於「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會與新例雙劍合璧執行」
的疑慮。社會大眾應該仔細研讀修例內容，正確
理解政府的修例意圖，不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煽
動語句而蒙蔽，以為所有的二次創作就等同違
法，要「坐監負刑責」，這是典型的一葉障目。

當然，對於一些市民的誤解，有關當局也需要
以誠懇耐心的態度，更多地進行溝通和解釋說
明，對於一些合理的意見和建議，也需要予以吸
納，力求最大限度地達成共識。必須指出的是，
法例因規管的對象是所有社會成員及社會行為，
故此制定之時就必須考慮多方需要及利益，不可
能過分傾斜或照顧某一方持份者的訴求，這正是
法律的公平公正所在。既然討論立法議題，那麼
就不能以違法「表達」來實現訴求。不論是哪一
方的利益相關者，都必須合法表達，尊重理性討
論氛圍，遵守和平申訴機制。相反，如果用激進
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來抗爭的話，不僅將對法治造
成極大的傷害，更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安定，損害
廣大市民的福祉。 （相關新聞刊A5版）

理性協商溝通 維護法治尊嚴
A4 重要新聞

兩地科研共享 港享國家獎勵
萬鋼：開放眾創空間惠青年 邀領軍中歐創科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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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實驗室及香港分中心
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港大

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肝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中大

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
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科大

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城大

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理大

超精密加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手性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浸大

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

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名稱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理大

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國家軌道交通電氣化與自動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城大

國家貴金屬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科大

國家人體組織功能重建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國家重金屬污染防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新聞公告 製表：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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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內地與香港近年
不斷加強科研方面的合作。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家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昨日透露，科技部很快將
重點科學工程和實驗裝備信息通過網絡向全社會
公佈，並在今年年底向香港的科研人員提供申請
使用的機會，鼓勵香港的科研人員充分利用這些
國家科研基礎設施開展研究，希望香港的科研人
員能夠通過這個科技報告系統來了解內地科研項
目的進展情況，熟悉相關的科研人員並加強合
作，共同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造福於
兩地居民。
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自2005年在港實施，
至今共有16所夥伴實驗室，涵蓋多個科技範疇。
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宣佈，支
持建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翌年首
間香港分中心在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成立。今年10
月，科技部再批准在港新建5間香港分中心，涉及
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令分中心增
至6所（見表）。

萬鋼仇鴻楊偉雄等主持授牌儀式
「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在港實施10周
年暨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授牌儀式」
昨日在香港科學園會展中心舉行，萬鋼和中聯辦副
主任仇鴻、特區創科局局長楊偉雄等主持儀式。他
向各所夥伴實驗室和香港首間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的代表頒授紀念品，又與楊偉雄主持
5間新建香港分中心的授牌儀式。
萬鋼在致辭中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內地與香

港的科技及創新工作，特別是青年人才的創新工
作。由2005年至今，香港16所夥伴實驗室涉獵醫
學、農業、環境及化工等多個不同範疇，為國家提
供高水平研究，同時培養出大量優秀青年科學家。
他透露，科技部將把一批國家重點科學工程和實

驗裝備信息通過網際網路公佈，提供社會公共服
務。今年年底，科技部將把這些國家重大科研儀器
設備，向香港的科研人員提供申請使用的機會，鼓
勵香港的科研人員了解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的現

狀，充分利用這些國家科研基礎設施開展研究。

萬鋼盼港科研人為兩地造福
萬鋼強調，科技部願意為香港的科技工作者獨立

的科技研發、教學實踐等方面提供這些設施的服
務，共同加強共享服務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此
外，所有中央財政支持的科技項目信息已經向全社
會公示，希望香港的科研人員能夠通過這個科技報
告系統來了解內地科研項目的進展情況，熟悉相關
的科研人員並加強合作，共同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現
實生產力，造福於兩地居民。
萬鋼其後率領訪問團到科大校園參觀，科大土木

工程系教授陳光浩，與張鑑泉理學教授，及化學系
講座教授唐本忠以分中心主任身份講解兩中心的未
來發展計劃。前者集中研究新型發光物料於生物醫
學傳感器與化學螢光探針方面的高效應用，後者則
致力開發更經濟及可持續運用的替代水資源，期望
透過嶄新環保污水處理技術和優化的水系統，解決
國家對潔淨水源的重大需求。

剛於前日成立的港科院，昨日在香港科
學園高錕會議中心舉辦首屆科技創新

峰會。萬鋼在開幕式上致辭時指出，科技是
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2014
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支出達1.33萬億元，居
世界第二；全時研發人員總數達380萬人，
居世界第一；科技整體水準差距明顯縮小。

「十三五」推面向2030年科技大項
他續說，10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五中
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
享的發展理念，這是第一次把創新提高到國
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國家「十三五」期
間，國家將確定一批面向2030年的重大科技
項目和工程，與現有各種重大項目，形成遠
近結合的研發佈局，並在關鍵領域建立國家
實驗室，鼓勵中國科學家組織和實施國際大
科學計劃和工程。

兩地科技合作委會成立見效
萬鋼強調，香港是科學高地、創新重鎮，

是良好的國際化創新交流平台，也是國家創
新體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科技部和
內地科技界，一直支持香港創新發展。2004
年，科技部與香港工商與科技局成立「內地
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在支持香港科技
人員參與國家科技計劃、獲得國家科技獎
勵、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和聯合研究中心、
推進科技園區和創新型企業的合作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果。
他指出，近年內地不斷完善重大科研基礎
設施的資源共享、香港科學家申報國家科技

獎勵，承擔重大科研項目等機制的保障。香
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
不斷地加大基礎建設和投入，為兩地開展創
新合作，盡可能地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和經費
保障。未來，兩地應該繼續加大資金投入的
力度，為兩地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提供更多資
源與機會，使科技創新合作，成為推動兩地
共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盼全球青年內地創業學習實踐
萬鋼表示，青年是國家希望和未來，中

央政府極力支持兩地青年創新和創業，深化
區域間的合作發展。為滿足青年實際需求，
中央政府建設了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開放式的眾創空間，希望為青年創新創業營
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他希望，全球各地年輕人到中國內地創

新創業，學習實踐，加強創業青年的交流與
合作，把他們好的想法變成實實在在的成
果，實現自身價值。同時，他希望建立青年
交流機制，讓他們互相了解、分享心路歷
程，成為共同打拚的好朋友、好夥伴。
萬鋼又提到，今年9月初簽署的一項新

的中歐科研與創新聯合資助機制。該項歐
洲委員會科研與創新總司共同籌資、為期
五年（2016-2020）的合作計劃，將由歐方
每年投入約一億歐元、中方每年投入兩億
元人民幣，支持設立在中國的機構參與同
歐洲夥伴的聯合項目，「我衷心希望，香
港研究員、科學家、教授，以你們的熱
誠、力量和智慧，負責和領導這項合作計
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作為科學與創新重鎮，一直受到國家

重視和支持。昨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在港科院科技

創新峰會上透露，未來五年，中國政府將鼓勵中國科學家組織和實施國際

大科學計劃和工程。國家將完善與香港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的資源共享，及

保障香港科學家申報國家科技獎勵的機制，促進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為了

給兩地青年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還會建設開放式眾創空間。萬鋼在峰會

上並提出，希望香港科學家承擔一項新簽署的中歐科研與創新合作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創科局局長楊偉
雄昨日指出，國家「十三五」期間，香港特區科研
發展將有不少機遇，透過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夥伴
實驗室計劃等，香港科研人才可以與內地科研人才
密切交流合作，加上「一國」、「兩制」和本港與
國際的緊密聯繫，可讓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功
能，協助本港發展成為中外創新及科技交流合作的
前沿基地。
楊偉雄昨日在「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

在港實施十周年暨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
心授牌儀式」上表示，香港特區科研機構和研究團
隊，參與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計劃，是內地與香港特區科技合作上的重大突
破，也是「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重要工作
成果，有利整合內地與香港的科技資源，實現優勢
互補，在推動彼此的科技發展上，擔當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

明年首輪評估12科研實驗室
他又透露，當局明年將邀請在2010年或以前成立

的12所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接受第一輪
評估。他相信，香港的大學以及各實驗室對評估工
作均高度重視，並會積極作好準備，不斷優化機制
和科研工作，以及加強與內地科研機構的合作，務
求善用優勢、精益求精，保持在科研界的領先地
位。

■■萬鋼表示萬鋼表示，，香港香港1616所夥伴實驗室涉獵多個範疇所夥伴實驗室涉獵多個範疇，，為國家提為國家提
供高水平研究供高水平研究，，同時培養出大批優秀青年科學家同時培養出大批優秀青年科學家。。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