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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藉科技金融合作增灣區競爭力
前海論壇開幕 聚焦兩地創新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由全國港澳研究會、前海管理局聯合

主辦的首屆前海深港合作論壇昨日在深圳

開幕。論壇圍繞「深港合作，共創未來」

主題，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深港合作。多

名與會嘉賓指出，當前國家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深港兩地應該進一步深化科技金融

領域的合作，攜手大灣區其他城市，打造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灣區。

香港競爭力成績表
名稱

綜合經濟競爭力

綜合增量競爭力

綜合效率競爭力

可持續競爭力

知識城市競爭力

和諧城市競爭力

生態城市競爭力

文化城市競爭力

全域城市競爭力

信息城市競爭力

宜居競爭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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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蟬聯最具競爭力城市桂冠 港三度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國社科院一年一度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
報告》顯示，連續兩次失落榜首桂冠的香
港，綜合經濟競爭力今次第三度被鄰近的深
圳超越。此前，香港曾連續12年高居這一榜
單之首。課題組專家指出，京滬深等內地一
線城市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方面迅速
冒起，給香港帶來競爭壓力。未來香港將繼
續受外圍不確定因素影響，必須挖掘自身的
比較優勢，重視創新發展轉型，並積極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共建粵港澳大灣
區，擴大和加強對外經貿關係。
這份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報告是

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的第15次年度報告。

報告指，2016年中國兩岸四地294個城市
中，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十強依次是：深
圳、香港、上海、台北、廣州、天津、北
京、澳門、蘇州、武漢。

籲港減少爭拗 聚焦經濟民生
就香港而言，這是該系列報告發佈15年

來，第三次被深圳超越，屈居亞軍，此前香
港曾連續12年高居榜首。課題組分析稱，香
港整體很好，傳統優勢產業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找到新的潛在增值空間，但經濟規
模細小，且高度開放，對外依賴度高，亟需
全力推動創新和科技等新型產業促進產業多
元化及轉型升級；同時，香港科研力量集中

在大學，如何將大學研究成果進行更多中游
及產學研一體化發展，是香港創新創業發展
的關鍵問題。而反觀京滬深等內地一線城
市，近年來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方面
迅速冒起，給香港帶來競爭壓力。此外，香
港的和諧城市競爭力也遜於內地幾個大城
市，需減少爭拗，將社會焦點更多地關注經
濟和民生。
此外，專家也建議香港發揮支點作用和獨

特優勢，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之中，
並共建粵港澳大灣區，促進粵港澳三地的要
素流動和經濟融合，促進一體化區域經濟和
統一開放大市場，為港人港企開拓更大的發
展空間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香港回歸20年來，港深貿易
飛速發展，增長近10倍。記者昨日
從深圳海關了解到，港深貿易規模從
1997年的 701.4億元（人民幣，下
同）攀升至去年的6,961.5億元，年
均增長 12.8%，快於回歸前 5 年
（1992年至1996年）年均增速10.1
個百分點；20年間，兩地貿易規模
增長近10倍。
潮記食品（香港）有限公司的彭先

生從事雞鴨鵝以及豬肉產品等供港食
品業務逾30年，他表示回歸前後，
其公司的供港鮮活車輛到了文錦渡口
岸要排隊申報後才能通關，現在透過
提前申報，憑集報清單隨報隨出，通
關時間節省了很多，市民也能吃到了
更新鮮的肉、菜。
據悉，香港市場供應量85%以上

的蔬菜、活畜禽等食品物資都是經
文錦渡口岸供港，保障了香港的民
生需要。

港高校科交會試水 借力內地轉化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惠州報

道）歷時3天的首屆中國高校科技成果
交易會（簡稱「科交會」）昨日在廣東
惠州開幕，來自國內外的300多所高
校，攜1萬多個最新科研項目與會。香
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等多
間香港高校，亦有近40個成熟科研項
目，在此次展會「試水」。受訪高校表
示，香港高校擁有亞洲乃至世界頂尖科
研實力，借助內地市場促科研成果落
地，將是未來重要方向。

交易會圍繞10高端技術
以「跨越產學鴻溝，攜手創新共贏」

為主題的首屆科交會，共有300多家國
內外高校及3,000家企業參會。這是自
上世紀80年代初內地高等院校的科研正
常化以來最大規模科研成果展示和對接

會。科交會重點圍繞智能裝備、微電
子、大數據與通訊、海洋科學與工程、
幹細胞與組織工程、精準醫療、新材
料、環保與資源綜合利用、人工智能等
10大領域，進行項目展覽、主題論壇和
成果交易。
其中，推動成果交易是本屆科交會的

重中之重。3天會期內，有多達1,500
個項目重點展示，500項應用技術成果
進行發佈。與此同時，周琪、丁文江、
劉韻潔等9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
院士前來「撐場」，並就相關技術做主
題報告。
教育部副部長杜占元出席科交會時也

透露，目前，內地高校約有90餘萬科
研人員，他們承擔一半以上國家重大科
研計劃項目，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以及國家三大科技獎獲獎項目中，佔比

近七成。但到目前為止，內地高校科研
成果轉化率不足10%，與歐美發達國家
80%左右的轉化率，有着巨大差距。近
年，提升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的呼聲高
漲，教育部亦為此專門發佈相關實施意
見。

港硬件不足 科研難落地
來自香港高校的參展項目受到關注。

記者巡館發現，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浸會大學三所高校的參展項
目就接近40項，囊括精準醫療、智能裝
備、海洋科學與工程、幹細胞與組織工
程、環保、大數據與通訊等多個研究領
域。浸會大學知識轉移處高級主任吳家
豪告訴記者，浸會大學共有8個項目參
展，相信通過與內地同行及企業廣泛接
觸，希望促進科研項目的落地。

香港中文大學更帶來21個最新科研成
果。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
輝說：「香港高校擁有世界頂尖的科研
團隊和科研實力，然而，由於香港製造
企業少、市場規模不大等問題，同樣存
在科研成果轉化難問題。」不少香港高
校已意識到該問題，紛紛加強與內地業
界合作交流。這兩年，黃錦輝每年要赴
內地交流數十次，與同行交流，並走訪
企業。
「內地與香港高校間的合作日趨頻

密，但目前合作成果轉化率仍有待提
高。」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副院
長林煌權說，相信隨着相關制約條件
的放鬆，香港科研成果在內地進行成
果轉化，或兩地高校發揮各自優勢先
攜手「走出去」，很快會有很大進
展。

資金人才自由流動成要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科技和金融的合作已經成為深港合
作的新熱點。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
耀在出席首屆前海深港合作論壇時表
示，深港兩地在金融科技領域各有優
勢，前景大好。但目前還有一些關卡，
比如人才、科研設備、資金等方面並不
能完全自由流通，希望可以有所改善。
陳坤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

出，在科研領域，深圳和香港各有優
勢，深圳有很多世界級的科研企業，也
吸引了全國的人才。而香港則是全世界
各地人才的聚集地，很多高校研發能力
很強，香港還有很多配套服務比如法律
服務、產權保護等。但現時兩地之間還
有一些關卡，人才、設備、資金等還不
能完全自由流動。以資金為例，有時有
一個共同的項目，但香港的資金在香港

用，深圳的資金在深圳用，不一定真的
能夠共融。
而在金融方面，陳坤耀表示，內地現

在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金融自由化，
香港有人才、經驗、制度，如果可以一
起合作，相信會做得很不錯。香港方面
不僅能夠透過前海去到內地，甚至利用
「一帶一路」，發展到60多個國家，前
景也會更大。

智庫倡港拓大灣區「飛地」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昨日在京發佈的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研究成果》提
出，鼓勵港澳在大灣區發展「飛地」經
濟，由內地提供特定區域作為「飛地」，
港澳方直接管理，供港澳作為產業園區、
城市片區使用，拓展港澳居住、就業空
間，推動各方融合發展。
報告提出，具體可採用「租借」園區自我

管理、「合建」園區分別管理、「共建」園
區共同管理等模式，在利益分配上由合作方
自由磋商。在管理上則允許採用港澳的社會
治理模式，由港澳方直接管理，內地做好配
合工作。
報告還提出，在大灣區支持配套建設港澳

標準的國際化社區，提供與港澳相銜接的教
育、醫療、交通等服務，吸引港澳青年在此
就業、生活，拓展港澳居民生活新空間。

有效解決土地資源緊張

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范恆山在同一場合表
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域內，香港、澳門、深
圳的土地資源緊張，惠州、珠海等地還相對
寬鬆。要解決整體上土地瓶頸問題，有兩條
路徑，對內是提高集約、節約水平，與國際
比較，粵港澳大灣區集約程度和效率不高；
向外則是向珠三角其他寬鬆的地方拓展。新

加坡是解決土地瓶頸的很好例子，它是彈丸
之地，但和江蘇、天津、廣州、浙江、重慶
等地合作，在中國拓展了大片土地。
在談及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作用時，此

次研究報告總負責人、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
張曉強表示，目前離岸人民幣業務七成在香
港完成，香港的金融業優勢對帶動前海創新
和廣東發展都具有優勢。同時，中國對外投
資存量總量1.2萬億美元中有6,800億美元投
到香港，佔55.9%，香港這個國際化經營的
大平台發揮越來越大優勢，未來在國際投
資、產能合作等方面香港作用非常突出。

■陳坤耀指深港在科研金融領域各有優
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首屆前海深港合作論壇首屆前海深港合作論壇
昨日在深圳開幕昨日在深圳開幕，，探討如探討如
何進一步深化深港合作何進一步深化深港合作。。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只要提前申報，貨櫃車就能憑集報
清單隨報隨出。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香
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港

澳研究會會長徐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等深港政商學研各界代表共400
餘人出席了論壇開幕式。
董建華表示，回顧深港合作的歷程，除了地理相

近、人文互通、產業互補等條件外，在「一國」框
架下，充分發揮「兩制」的各自優勢、加強制度設
計上的合作與創新，是兩地合作取得成功的關鍵，
也更堅定了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深港金融+科技的合作
有望承擔更核心的角色。深圳近年來在科研和產業
創新方面發展速度驚人，擁有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
企業。而香港金融實力更勝一籌，通過深港合作，
香港需要吸收內地的動能和活力，深圳可以借鑒和
吸納香港的經驗和規範，最終，深港作為一個區域
整體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才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
在。
同時，粵港澳互補性強，有着諸多的利益交匯點
和共同點，合作應當成為彼此最重要的戰略方向和
選擇。深港兩地尤其需要攜手深入拓展金融、科
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創新發展，合力推動深港
合作邁上新的台階，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和地區一
起，攜手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中國新灣區。

徐澤：從國家層面高度通盤謀劃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指出，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
抓手和路徑，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要實現的重要
局部目標。只有從國家層面的高度和全局上通盤謀
劃和協調推進，充分挖掘和釋放粵港澳三方各具的
優勢，形成合力，大灣區建設才能早見效、見實
效。而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粵港澳三方互相學習、
創新發展、提升優勢、強化功能，進一步增強「走
出去」能量的過程。

港府倡與前海創新合作機制
據悉，前海作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在深港

合作方面進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也取得了許多突
破。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主任田夫介紹，截至
上月，在前海蛇口片區註冊的港資企業達4,564家，
註冊資本近3,900億元人民幣，已成為內地港資企業
最密集、效益最好的地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
強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這項國家層面的規劃中，
香港可以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並可以作為
雙向開放的平台，特別與前海可進一步探討共同設
立創新合作交流機制，金融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範疇
探索合作新空間，為內地與香港更緊密合作提供示
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