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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指示挺港科技 中聯辦班子研究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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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落實習主席指示 經費過境 稅收優惠 直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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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創科合作
實現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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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名在香港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
程院院士去年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反映兩
地科研合作的意見，獲習近平高度重視，並
親自作出重要指示。國家科學技術部副部長
黃衛昨日在香港透露，相關部門已迅速部署
多項試行計劃，為兩地創科合作發展帶來 3
大突破，包括香港在內地的科研機構可享受
進口稅收優惠政策，並實施中央財政經費直
接過境到港，逾 20 間本港實驗室及研究中
心獲「中央財政科技計劃」資助，而本港大
學、機構及科研人員均可直接申請資助。
（尚有相關新聞刊 A2、A23、A24 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由特區政府主辦的「內地與香港創科合作
研討會」昨日假政府總部舉行，中國科
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特區政府和科技
界代表逾百人參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分別致辭，其後並舉行了閉門交流會
（見另稿）。

發揮內地香港各自科技優勢
黃衛在致辭時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繁榮
穩定一貫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一直牽掛着
香港發展，並引述其指示內容說：「促進香
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
優勢，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
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
應有之義。」
他向與會者解釋，科技部領會並落實習主
席的重要指示，突破長期困擾兩地科技創新合
作的體制、機制及政策障礙，推出深化內地與
香港科技合作的措施，採取「先行試點，總結
經驗，規範程序，有序推進」的方式，取得 3
方面的重大突破。
一、通過支持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
驗室及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項

目，推動「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在香港落
戶，如同建成了一道「橋」，實現中央財政經
費過境到港，支持香港科研活動。現時本港
16 間夥伴實驗室的撥款已獲批，中央財政經
費撥付已經到位，而 6 間香港分中心亦已獲得
資金撥款。
二、目前共有 13 間香港在內地設立的科研
機構，將按照與內地機構同等待遇原則，享受
進口稅收優惠政策。其中 4 間已免稅，6 間在
「特事特辦」的情況下，獲書面確認其免稅資
格，另有3間自願調整以符合規定。
三、科技部和財政部已發佈《關於鼓勵香
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院校和科
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
等）組織實施的若干規定（試行）》，港澳地
區的大學、科研機構及科研人員可以直接申請
國家科技項目，擁有承擔國家重大研發任務的
資格，不需要再到內地找合作夥伴，而是直接
透過公平競爭獲得中央財政經費資助。

中央助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黃衛重申，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科技創
新發展，並將展開多方面的工作，包括與特區
政府共同協商及制定《內地與香港科技創新合
作聯合行動計劃》；完善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
家科技計劃的制度化建設；支持香港科研人員
更多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科
技創新融合發展，支持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建設；擴大兩地創新創業合作等。
他最後強調，香港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
重要力量，內地是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後
盾，為香港創新發展提供強而有力的保障，
「加快推動香港科技創新發展，是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和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加快建設創新
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現實需要。」
他希望，未來進一步加強兩地科技資源的
深度融合，擴大兩地合作的領域，助力香港建
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國家研究經費開啟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昨日的「內
地與香港創科合作研討會」分兩部分進行，下
半部分由多位講者就國家科研資金過境的新政
策作深入交流。有與會學者透露，會上介紹了
新政策的安排，並宣佈可開始申請內地研究經
費，鼓勵本港科研人員及早認定與落實研究方
向，以配合國家與大灣區發展，因應香港所長
盡一分力，細節則有待公佈。

是次研討部分以閉門形式進行，歷時大約
一小時，由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主持，多位講
者就新政策作深入交流，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
陳清泉、中科院院士兼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葉
玉如、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院長
裴端卿、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湯曉鷗、科技部
資源配置與管理司副司長吳學梯。創科局局長
楊偉雄、常任秘書長卓永興等亦有出席。

兩地創科合作發展三大突破
■透過「中央財政科技計劃」，支持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
及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項目，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
到港，支持香港科研活動
■容許港澳大學、科研機構及人員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透
過公平競爭直接承擔國家重大研發任務，一旦成功，經費亦可直接過
境到港
■香港在內地設立的科研機構將享受進口稅收優惠政策
資料來源︰黃衛致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五大措施推進兩地科技合作
■推進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加強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的頂層設計，進一步
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與特區政府制定《內地與香港
科技創新合作聯合行動計劃》
■完善香港科研人員直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的制度化建設
■支持香港科研人員更多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吸納他們參與國家科技管
理工作，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發揮作用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科技創新融合發展，支持河套地區深港創新及科
技園等建設，促進創新要素在粵港澳區域高效聚集與融合
■擴大兩地創新創業合作，促進兩地資源互補，完善科研創新基地合作
模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楊偉雄：發揮港優勢 為國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在研
討會上致辭時表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新政策將會繼續推出，為香港
的大學、研發機構和科創產業帶來前
所未有的新機遇。他呼籲業界抓緊機
遇，發揮香港的科研及國際化優勢，
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貢獻。
楊偉雄指出，國家的《「十三五」規
劃綱要》提出以推動創新作為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第一動力，其後出台的《「十
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列出一
系列與香港合作的措施，如組織實施高
水平科技創新合作項目、推進科研設施
向港開放、加強內地與香港青年創新創

業及科技園區合作等。
他續說，國家發改委、香港特區政
府、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於去
年 7 月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
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確定大灣區
的合作重點領域，包括打造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

把握好前所未有機遇
在這個大環境下，他認為內地和香港
的科技合作將會與日俱增，邁進一個嶄
新的時代。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新政策
將會繼續推出，令兩地的科技界更加
融合，為香港的大學、研發機構和科
創產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黃柳權籲港「借好風上青雲」

■國家科技部副部長黃衛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內地與香港創科合作研討會」昨日在港舉行，林鄭月娥（中）、黃衛（左二）、黃柳權（右二）、譚鐵牛（左一）、楊
偉雄（右一）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
童）中央推出多項支持香港
科研發展的新措施。國務院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指
出，措施體現中央重視香港
科技發展，並為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提供支持。他呼
籲香港牢牢抓住發展機遇，
加強對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
思考和謀劃，找到「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

打下制度基礎
解決政策障礙

黃柳權出席內地與香港創
科合作研討會時表示，多項
聚焦支持香港科技發展的政
策措施出台，體現出中央對
支持香港科技發展的重
視和對香港科技界人士的
關懷。新措施同時為內地
和香港的科創合作打下制度
創新基礎，解決一些制約香
港與內地科技交流合作的政
策障礙。
他指出，香港積極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有助於探索發
展新方向及新動力，建議特
區政府及科技界應該積極加
強對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思
考和謀劃，主動深入了解、
學習國家科技發展政策。

結合國家發展 找準定位方向
黃柳權呼籲，香港要找準科技發展的
方向和定位，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結合點，牢牢抓住發展機遇，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如果說國
家發展的大勢及對香港的支持是『好
風』，如何借助好風直上青雲，需要我
們共同思考、共同行動。」
他續說，內地和香港創科合作的前景
值得期許，相信香港憑着開闊國際視
野、完備法律體系、高質素專業人才
及良好融資環境，特別是「一國兩
制」的制度優勢，香港科技發展定能
為建設科技強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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