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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打得」領軍 金融創新「好快得」
特首親掌督委會 利拓大灣區「港深創科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前日發表上任以來首份施政報告，創科發展

為重中之重，她更親自領導最高層次的「創新

及科技督導委員會」，推動跨部門協作。創科

局局長楊偉雄昨日指出，高層督導委員會令政

府團隊在推動創科上更容易發揮「work as a

team」，有利粵港澳大灣區和「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的相關發展，特別其中涉及與其他省市

領導官員接觸，特首身為最高級官員身份更合

適，並不存在創科局「被架空」的情況，又相

信在「拆牆鬆綁」後，各範疇中會以金融業創

新走得更快。

港擁大灣區國際化優勢 國際科企擬落戶

大學校長會讚政府挺高教

本屆特區政
府於今年7月

甫上任已推出首批36億元的「教育新資
源」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最新
發表的施政報告，繼續在多個教育範疇
推出新措施。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在該
局網上專欄《局中人語》撰文，強調政
府對教育的重視是一脈相通，致力為學
生及老師締造更佳的學與教環境及發展
機會，又希望能與社會大眾同行，做到
「教育先行，一步一腳印」，讓青年人
透過學習培養興趣發掘才能，並建立正
確價值觀，準備將來一展所長貢獻社
會。

楊潤雄：新思維助全人發展
楊潤雄指，現屆政府上任時即「教育

先行」，在諮詢各持份者基礎上推出首
批「教育新資源」措施，涵蓋大中小幼
及特殊教育，而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亦繼
續從不同方面改進學與教環境，包括引
入「空調設備津貼」，又邀請關愛基金
資助清貧學生購買平板電腦，開始探討
設立幼稚園教師薪級表的可行性，更以
新思維建議設立120億元的宿舍發展基
金，以豐富學生的大學生活及全人發
展。
對於在2018/19學年落實初中中史獨立

必修科，楊潤雄指此舉可讓學生接受有系
統的中史教育，而中史課程修訂本月底亦
會進行第二階段諮詢，讓課程內容得以優
化。
他又提到，大學研究是全球推動產業發

展和創新的重點，故此施政報告提出將本

地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
率，由目前的0.73%倍升至1.5%，又預留
不少於100億元作大學研究資金，並為香
港學生修讀八大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提供
全費助學金吸引本地學生投身研究，都可
支持青年人的未來發展。

更關心學生快樂成長
除學習及發展外，楊潤雄強調特區政府

更關心學生的健康快樂成長，教育局會繼
續檢視教育制度，適時支援學生的不同需
要，又以津貼及教師培訓課程協助學校及
老師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而優質
教育基金也推出400多份有關「好心情@
學校」精神健康活動撥款，從不同方面適
時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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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先行」連環招 扶助港青展才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前日發表的行政長官2017年施
政報告於高等教育方面着墨甚
多，包括提出香港科研總開支5
年倍升的目標，又成立120億元
宿舍發展基金，希望解決宿位
短缺的問題。大學校長會昨日
發表聲明，讚賞政府支持香港

高等教育界的立場，並承諾會
積極與政府合作，在高等教育
界推行有關新措施，促進香港
發展。
代表8所資助大學的大學校長

會（HUCOM）的聲明指，施
政報告反映了政府的承諾，採
取全面綜合的措施提升香港教

育界的國際競爭力，大學校長
尤其支持在研發方面投放資
源，於5年內將研發總開支佔本
地生產總值（GDP）比率由
0.73%倍升至約1.5%的具體目
標，又歡迎以宿舍發展基金增
加宿位數目，從而改善學生在
香港的學習體驗。

楊偉雄與一眾創科局官員昨出席記者會，闡述施政報
告中有關創科政策範疇的相關措施。對於林鄭月娥

將親自領導「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是「架空創科局」
的臆測，楊偉雄強調絕不認同，並認為此舉反而是顯示特
區政府對創科的重視，並將以「前所未有力度」推動。

星總理統籌創科有成功先例
楊偉雄表示，本屆特區政府開局以來都是「work as a
team」，而在督導委員會成立後，能夠更促進政府跨部門
合作，讓他有更大發揮空間，又指創科發展成功的新加
坡，亦有由總理統籌類似高層委員會的成功例子。
楊偉雄舉例說，特區政府未來將推出更多涉及大灣區、
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的創新合作方案，需要與廣東
省省長等內地政府高層官員洽談，他認為由行政長官親自
主理有好處，笑言自己「唔夠班」。

逾12司局長組成 去馬更順
創科局常任秘書長卓永興補充，督導委員會屬政府內部
的委員會，由至少2位司長、10位局長組成，負責「拍
板、處理各局意見分歧及分配資源」，包括商討上屆政府
於今年初的財政預算為香港創科發展預留的100億元如何
分配的問題，強調委員會可令創科新措施實施更加順暢。
楊偉雄進一步解釋，配合督導委員會的跨部門商討，創
科局亦會負責類似秘書處的工作，負責統籌資訊，以最快
速度和最好方式提供給不同部門討論，尋求各個決策局的
共識。
他表示，施政報告中所提到就發展創科「拆牆鬆綁」，
檢視及更新各政策範疇的相關政策和法例方面，目前仍需
與各部門商討，暫未有特定目標，未來亦將會在督導委員
會討論。

港金融業有先天優勢
楊偉雄透露，在「拆牆鬆綁」後，相信各範疇中金融業
創新會走得更快，因其是本港既有優勢產業，有先天優
勢，再加上金管局日前已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將有利本地
金融創新發展。
他續指，科技及創新經濟發展涉及很多方面，目前不應
集中討論Uber、Airbnb等個別企業，因各個公司都有不
同的營運模式，他強調政府態度開放，一定會客觀看待所
有持份者的意見，維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促進和
引導新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中表示，國家的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
的機遇，香港絕對具備條件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在
記者會進一步解釋，香港於大灣區中具
備獨一無二的「國際化」和「科研」優
勢，他透露，相關規劃公佈以來，親自
接觸過不少國際知名創科企業和機構，

他們都看好香港創科發展，對落戶香港
很感興趣。

連繫內地與國際惠港科企
楊偉雄表示，國家正積極發展創科，

並且致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
創科中心，創科局已經向國家科技部提
出，和內地合作發展創科的意見，並獲
得正面回應。

他強調，香港作為大灣區內最國際化
的城市，亦為內地與國際之間的橋樑，
可以為大灣區發展以至連繫「一帶一
路」作出重要貢獻，而有關發展過程中
將產生巨大機遇，香港的創科企業會從
中受惠。
楊偉雄透露，大灣區相關規劃公佈以

來，曾親自與不少國際知名的創科企業
和機構接觸，他們都因而更看好香港的

創科發展，對落戶香港很感興趣。

具幹細胞生物科技優勢
他強調，香港於大灣區內的國際化優勢，

得到深圳市、廣州市領導的一致同意，如
何將有關國際化優勢帶入大灣區則十分關
鍵，而科研水平則是香港另一優勢。
他引述林鄭月娥亦曾講到香港於生物

科技方面具備優勢，當中涉及很專門的

研究技術，對知識產權要求很高，以幹
細胞研究為例，現時香港已能吸引許多
全球知名科研專家。
楊偉雄表示，以上兩個優勢，在大灣

區「9+2」城市中的其他10個城市都不
具備，那突顯香港於其中的重要角色；
而隨着深港創科園落實，香港和深圳可
望率先一起在落馬洲河套區打造出創科
的新天地。

施政報告將紓青年自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就青
少年自殺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調，
特區政府非常關心青年的精神健康問題，會根
據施政報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議去解決。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答問大會中聲
稱，林鄭月娥對青少年自殺問題一直「不瞅
不睬」，更宣稱整個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不
是房屋政策，而是怎樣「鞏固」既得利益集
團。林鄭月娥反駁道，「邵議員剛才頗妄斷
地說這個施政報告主要為利益集團鞏固什麼
什麼，是要講證據的。在哪一章、哪一節、
哪個段落，你看到利益集團鞏固，你都要向
市民交代一下。」
林鄭月娥強調，她在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
時已十分關注青年、學生自殺的問題，包括
要求部門開放一些數據，為研究自殺問題最
深入的葉兆輝，提供研究便利。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則指報告對教育界有共識

的議題，如進一步改善班師比、教師全面學位
化等都未見着墨。林鄭月娥回應，教師學位化
的問題屬於老師專業發展的問題，學位教師或
專業教師的增加，都一併在教師專業發展的議
題處理，但具體內容需要再研究。
她續說，教育局局長已就教育「八大範

疇」做了很多籌備工作，希望這幾個範疇的
檢討能夠盡快完成，而每個範疇都無可避免
涉及額外資源。

羅致光：高調處理恐幫倒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被記者問到

如何跟進學童自殺個案時表示，學生自殺問
題由教育局主力跟進，社會福利署亦會參
與。不過，他指國際認可的準則是避免太高
調處理青少年自殺問題，因為統計資料顯
示，高調處理的做法會產生傳染效果而增加
青少年自殺個案，可能會幫倒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
婧）為配合創新科技發展及推
動香港打造成更宜居的城市，
施政報告提出不少有關智慧城
市的內容，包括立即開展為居
民提供「數碼個人身份」等項
目。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於記
者會上表示，創科局在香港發
展新經濟中「第一個打頭
陣」，未來會負責領導智慧城
市下的「數碼個人身份」，又
透露單一的數碼身份，將可應
用於大部分的政府服務，私人
服務則可作彈性處理。
他又指，施政報告落實可提

前於今年公佈的「香港智慧城
市藍圖」，是因為政府各部門
反應熱烈，縮短了溝通時間，
效率大大提高。

既拿資料分析 兼保私隱
施政報告提出的智慧城市項

目，包括投資7億元，立即推
展「數碼個人身份」、在選定
地點設立「多功能智慧燈
柱」，以及革新電子政府系統
的開發技術及設立大數據分析
平台等。
此外，還包括於2019/20年

度起陸續安裝新一代路邊停車
收費錶等。
楊偉雄表示，為全港市民提

供單一的「數碼個人身份」及
認證，有利進行政府和商業的
網上交易，可為市民帶來便
利。而局方開展的「數碼個人
身份」計劃，將會在大部分的
政府服務中使用，而私人機構
亦可參與。

他又表示，對「數碼個人身份」而言，
安全很重要，既可以入數據庫拿資料分
析，但又不暴露市民私隱。

智慧燈柱加強運作效率
至於政府在選定地點進行「多功能智慧燈

柱」試驗計劃，楊偉雄指，燈柱會為使用者
提供更加便捷的訊息，並收集實時數據，加
強城市運作效率和管理，進一步推動研發和
創新。
另外，施政報告亦表明會加快開放政府數

據，以為科研創新及發展智慧城市提供「原
材料」，至於哪些數據將開放，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楊德斌昨日補充指，早前的智慧城市
藍圖顧問報告中，已就有關開放數據章節，
羅列出很多城市對於開放哪一類數據的表
格，政府正就該表格和不同部門商討，檢視
可以開放數據的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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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發展成為重中之重，特區政府將以「前所未有力度」推動。 資料圖片

■ 楊 偉 雄
（右二）指
出，由特首
領軍會令政
府團隊更容
易 推 動 創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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