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
作
－
展
－
長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重  要  新  聞A5 ■責任編輯：鄧逸明

共拓灣區科創 港助覓好買家
粵港澳簽291億元合作項目 梁振英：三地需具創新製造買賣專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集聚區」昨日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舉行，三地簽

署12個合作項目，總投資金額達到291億元人民幣，涵蓋粵港澳合作、

「一帶一路」、創新創業、國際智能製造等領域。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在論壇致辭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科創集聚區的發展建設中，三地需

要具備創新發明、製造和買賣三種專長。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可以幫助廣東

創新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找到創新成果的最優買家。

梁振英表示，香港的創新和科技氛圍逐
步形成，科創系統正在逐步完善。他

從香港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國際化、國內外市
場信息量大、產學研深度融合、知識產權法
律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分析香港在粵港澳大
灣區科創合作中的優勢，並提出經濟體系中
需要有創新資源，也需要有市場；要有創新
產品，也有要讓創新產品取得最好的商業和
經濟效益，構建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
經濟體系。
他表示，一直以來，香港和廣東的經貿
關係十分密切，且互利互惠。過去，廣東不
少產品是按外國買家的設計和要求生產，生
產之後就交付買家。這是訂造和製造關係，
嚴格來說，不是外貿關係，沒有貿易功能。
而創新發明、製造和買賣可以是完全獨立的
三種專長。換句話說，經濟體系中需要有人
懂得創新，也需要有人懂得在地球上找到最
好的買家。

發揮貿易優勢 粵產品投國際
他認為，有了好的創新產品，也要讓它在

國際上獲得最好的商業和經濟效益。國際貿
易是香港的強項，尤其香港還擁有數量龐大
的、大大小小市場經驗豐富，以及國際脈絡
廣泛的貿易公司，這些資源和渠道可以配合
廣東的創新力量，在國際市場找到最好的買
家。

梁振英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科研經費
應該允許到內地應用，而國家和內地地方政
府的科研經費也應該允許到香港應用。為構
建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不斷提高科研成果
轉化水平的效應。
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副司長余健則從國家

發展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高度，分
析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與融合發展中
的歷史性機遇。
他呼籲，要推動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實
現科研經費跨境過戶，允許相關資金在大
灣區的跨境使用；港澳科研人員在內地的
稅收，需探索完善的港人港稅澳人澳稅的
政策，以及強化科技創新平台基地建設，
諸如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澳門夥伴
實驗室等重大科技創新基地。

李貽偉囑三地科技界抓緊機遇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李貽偉表示，當前

廣東在做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的同
時，開始着手佈局國家重點實驗室，大力引
進一批國家重點項目。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是國
家戰略，落到實處仍需要各地一起努力，三
地科技界要抓緊合作契機。
論壇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集聚

區」為主題，匯聚三地政府、企業、專家學
者超600人參與。

憑借粵港澳大灣區與
「一帶一路」的東風，
聚合粵港澳三地的青商

組織、孵化器與具有創新思維的青年企業
家，粵港澳大灣區9+2青創合作聯盟昨日在
佛山南海成立。據悉，聯盟未來將通過資

源，項目共享，推動創新創業氛圍，實現創
新創業項目概念化向成果化的全供應鏈條對
接，為青年創業團隊提供更多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正成為全球最具青年人活

力的經濟和文化的熱土。廣東省青聯副主
席廖杞南表示，贏得青年才能贏得未來，

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來。通過此次粵港澳
青創匯活動，可以繼續深化粵港澳三地青
少年交流、搭建青少年成長平台、鼓勵青
年創新創業、投身綠色大灣區建設、推動
國際交流與合作等重點領域團結協作，創
新粵港澳青年互利共贏合作機制，為將粵
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
城市群培養青年人才和貢獻青年力量。
廣東自2015年啟動「青年同心圓計

劃」粵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合作發展項目
以來，以「親情、友情、商情」模式為
統籌，長期聯繫港澳台青少年社團132
個，平均每年開展交流活動約220項，累
計覆蓋粵港澳台青年近11萬人次。
其中，圍繞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推進

的「商情」模式，通過實習見習、就業
創業、商貿合作等項目積極支持港澳青
年來粵創新創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
雄出席「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並致
辭。他表示，香港擁有高端科技科研人
才和服務專才，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優
勢，期望香港的研發機構利用粵港澳大
灣區的研發資源和產業等優勢，互補發
展，合力提升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為

年輕人創造優質的創業機會，並且改善
市民的生活素質。
楊偉雄指出，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下，科技創新是粵港澳深化合作的重
點項目之一，發展創新科技也是香港的
工作。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編制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為香港的科創發展
帶來難得的機遇。
楊偉雄表示，將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引

入大灣區，匯聚世界級高校、研發機
構，建立協作平台，推動大灣區的科創
發展，是特區政府的目標。
他指，香港擁有許多世界級100強的

高校，也有國際一流的研發人才，發
揮香港在科研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優
勢，聚集大灣區及全球各地的創新資
源和人才，將大灣區建設成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產業化
基地。

為此，過去幾年來，香港也在不斷鞏
固和提升自身實力，培育更好的科創土
壤和更有利科創的生態環境，藉以激發
創新創業，帶動經濟的多元發展，提升
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聚智投灣區 科研結碩果
楊偉雄又指，粵港澳發展緊密相

連，互利共贏。香港擁有高端科技科
研人才和服務專才，以及國際金融中
心優勢，內地大灣區擁有龐大的市
場、強大的產業化以及世界級的科技
企業，期望香港的研發機構，利用粵
港澳大灣區的研發資源和優勢，合力
提升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為人才提
供更多出路。
同時，香港將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

協助外面的走進來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楊偉雄：互補發展 互利共贏

9+2青創聯盟 資源項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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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粵港澳合作論壇在佛山舉行，三地政企學者逾600人共同探討科創發展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粵港澳青創合作聯盟成立粵港澳青創合作聯盟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楊偉雄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粵港澳三地簽署12個合作項目，總投資金額達291億元人民幣，涵蓋粵港澳合作、「一帶一路」、創新創業、國際智能製造等領
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梁振英致辭梁振英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2014年在旺角阻礙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被控
刑事藐視法庭罪的張啟昕、馬寶鈞、黃麗蘊及楊
浩華4人，昨在高等法院各被判監禁1個月，緩刑
1年。對此，香港主流輿論認為，藐視法庭是嚴重
罪行，參考過往判例，只判監禁1個月、緩刑1
年，明顯是處罰偏輕，不足以產生阻嚇力；相
反，令人產生不執行法庭頒令並藐視法庭都不用
坐牢的印象，變相鼓勵他人公然藐視法庭、破壞
法治。因此，律政司應提出刑期覆核，要求法庭
重新量刑，以維護法庭權威，彰顯法治尊嚴。

在三年前違法「佔領」期間，前「學民思潮」
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社民
連」副主席黃浩銘等20人，在旺角街頭公然違反
法庭頒下的禁止佔據旺角彌敦道一帶的禁制令，
阻礙執達主任及警方執法，被控以藐視法庭罪，
其中4人昨天各被判監禁1個月，緩刑1年。許多
法律界人士和主流輿論都認為，這個量刑與過往
的案例相比，顯然是過輕的。因為，刑事藐視法
庭通常是指作出干擾司法的藐視行為，包括在庭
內或庭外作出擾亂訴訟程序的行為。而庭外行為
如阻礙傳送法庭令狀或不接受或更改法庭令狀，
都是屬於令法庭判決無法執行，令法治受到嚴重
破壞的罪行。張啟昕、馬寶鈞、黃麗蘊及楊浩華4
人，在其他人的煽動下，視法庭禁制令如無物，
繼續霸佔旺角街道，阻礙執達主任及警方執法，
其行為構成了刑事藐視法庭罪，上述4人也對此
認罪。

雖然對於刑事藐視法庭罪並沒有法定的最高

刑罰或罰款定額，不過，由於該等罪行破壞法
治精神，干擾法庭的正常運作或影響到法庭頒
令的執行，性質較為嚴重。法庭為了維護司法
公正，使司法工作不受外界影響，通常都會依
照所犯行為的性質，參照過往案例處以相應的
刑罰。例如，一些傳統的藐視案件，諸如沒有
依從傳召令到庭，最高可被判入獄兩年；向裁
判官或司法人員作侮辱或恐嚇性舉動，最高可
被判罰款2,000元及監禁兩個月；侮辱法官或作
出阻礙訴訟程序行為，最高可被判入獄兩年或
罰款 5,000 元。至於類似在違法「佔領」行動
中，干犯藐視法庭罪行的判決也有先例。「熱
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因「佔旺」清場未離
開，2017年3月30日在高院被判處刑事藐視法
庭罪成，入獄3個月。

以這些案例以及其所犯罪行的嚴重性而言，張
啟昕、馬寶鈞、黃麗蘊及楊浩華4人僅被判監1個
月緩刑1年，無須真正入獄，量刑顯然過輕，根
本無法對類似犯罪行為起到應有的阻嚇作用，甚
至還會令人產生錯覺，誤以為不執行法庭頒令只
是小事一件。違法成本過低的後果顯而易見，就
是令一些人有恃無恐，以身試法，令法庭尊嚴受
損、法治精神被破壞。長此下去，遵守法庭判
決、尊重法治的良好傳統將被蠶食，香港法治的
核心價值就會嚴重受損。因此，許多法律界人士
和社會人士都呼籲：律政司應該仔細研究此次法
庭的判詞，依法提出刑期覆核，使違法者得到法
律應有的懲處。

「佔旺」藐視法庭者判刑過輕 律政司應提刑期覆核
消委會公佈本港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市場競

爭研究，建議政府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網約車市
場，並進行規管。網約車在內地和歐美迅速發
展，不乏成功先例，受到市場高度肯定。本港作
為國際化大都市，亦應與時俱進，引入網約車，
與世界潮流接軌，推動香港向共享經濟、智慧城
市發展。現在的士缺乏競爭，改善服務動力不
足，服務質素常遭人詬病，引入競爭可令行業更
好發展，滿足市民對優質交通服務的需求。網約
車作為新興事物，政府應平衡好網約車與傳統的
士業界利益，減少推行網約車的阻力；同時從問
題出發加強監管，訂立具針對性的法規，充分保
障消費者。

現時本港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發展滯後，市
場缺乏競爭，影響服務質素，雖然政府提出專營
的士試驗計劃，但區區600輛的士，相對於整體
的1.8萬輛的士，試驗計劃規模有限，消費者難
以感受到效益。消委會建議，當局引入三種不同
牌照，分別規管網約車平台、車輛和司機，然後
引入網約車合法經營。平台方面，消委會建議政
府發出3至11個網約車平台牌照，持牌公司須在
乘客預約時提供預算費用、附加費及路線等資
料；公司聘用網約司機前，要對司機進行背景審
查，要確保司機已購買保障乘客的汽車保險；公
司亦需妥善保存行程記錄，以及提供渠道讓乘客
提供意見及為司機評分。建議得到網約車龍頭企
業的歡迎，但的士業界則認為損害其利益，造成
不公。

共享經濟是發展趨勢，世界主要地區和城市
都高度重視並大力推動發展。網約車作為共享
經濟的一個代表，近年發展蓬勃，在內地和不
少國家、地區已合法化，並出台比較完善的監
管法規。網約車受到消費者歡迎，首先在於便
利和高效，乘客可以在預定時間預定地點乘
車，不用在馬路上四處找的士；司機可以根據
情況選擇乘客自行配對，減少拒載現象；網約
車可以提前規劃路線、預算車資，可以杜絕繞
路等情況；對司機的評分系統可以優勝劣汰。
網約車彌補了的士的許多不足之處，是以科技
發展改善生活質素的成功模式，本港沒有理由
拒絕。

不可否認，網約車存在一些弊端，例如有私
隱外洩的可能，司機侵犯乘客人身和財產安全
的事件亦曾發生。因此，本港引進網約車，應
吸取外地的經驗和教訓，監管需由問題出發，
提升網約車營運的安全、高效、便民。規管制
度應更注重平台運作的問責和透明，保障乘客
私隱，及時妥善處理事故和投訴，嚴格審核司
機背景。

網約車難免對的士業界的利益帶來衝擊，但
這不應成為本港拒絕網約車、拒絕進步的理
由。政府可考慮降低的士牌費，或給予一定補
償，換取其對網約車的接受。引入網約車為消
費者提供多一個選擇，促進的士提升服務質
素，增強市場競爭力，對市場發展未嘗不是一
件好事。

本港應與時俱進引入網約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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