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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專家：「強心針」促兩地共贏

中央財政

科技計劃開

放予香港高

等院校和科

研機構參與，有關資助更可在香港使用。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形容，這為香港創科發展打下強

心針，科研資金「過河」可促進香港與內地加

強科技合作，發揮兩地各自的科技優勢，為落

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及在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好基礎、搭

橋鋪路。她並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就此作

出指示，認為這是他對香港科技人員以至全體

港人的重視和愛護。■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科水過河」帶動河套灣區創科
特首感謝習主席親自指示 盡顯重視愛護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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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對香港創科
發展的重要指示

中提到，支持愛國愛港科研人員深入
參與國家科技計劃，有香港反對派中
人對號入座，聲稱這是將科研與學術
研究「政治化」。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批評這是過分解

讀，並強調港人愛國愛港是正常不過

的。

指引無先決條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日前

聲稱，習近平提到支持愛國愛港的科
研人士「並無必要」，又聲言這說法
是將香港科技行業和相關學術研究
「政治化」，而香港科技界亦不想
「政治化」，「希望中央領導人理

解。」
林鄭月娥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

「只有」愛國愛港者才可獲得資助及參
與國家級計劃會否「影響學術自由」時
指出，國家科技部和財政部的指引中，
沒提到這個所謂先決條件，而習主席的
指示只是與用字有關。
「但當然，無論你在香港是科學

家、是研究人員，抑或像我一樣是政

府官員，我們都預期你是愛國愛港
的，所以這沒什麼不尋常。」
林鄭月娥認為，有些評論者過分解

讀「愛國愛港」這個用字。
她續說，眾院士在信中向習主席表

達了希望報效國家，所以習主席回覆
時深受感動，提出有關說法，「我認
為這是非常自然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國家科學
技術部副部長黃衛在昨日的研討會上，向香
港專家學者講解新措施，包括香港高等院校
及科研機構可直接獲內地經費資助。多名香
港大學界及科研界代表一致認為，這是對本
港科技發展的一道「強心針」，特別是資金
過境安排將大大推動雙方合作成效。他們期
望香港的科研成果未來可打造出「香港品
牌」，為國家以至全世界帶來貢獻。

沈祖堯：將迎來大改變
參與聯署去信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港科院創

院院長、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以及中文
大學前校長沈祖堯，在昨日出席研討會時均

認為，中央政策及資金上的支持，對香港的
科研發展是「強心針」。
沈祖堯對習近平主席在短時間內回覆他們

的訴求感到驚喜，並坦言以往香港科研市場
及規模有限，創科發展一直缺乏足夠資金，
深信中央支持將迎來大改變。

徐立之：港科研員須努力
徐立之表示，香港得到中央支持、擁有

「強心針」並不代表就能「起死回生」，
「香港科研人員自己亦必須要努力。」

段崇智：冀打造「港品牌」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在出席研討會時表

示，香港擁有高教學水平及完善科研制度，
如今進一步獲得中央支持，對師生而言，肯
定是個值得興奮的好消息。
他特別強調資金的重要性，「（資金）好

比沙漠中的一個小湖，自然會吸引附近動物
到來，因此水是很重要。」科研工作往往是
面向全球，若香港擁有充足資金與人力物
力，在國際間的號召力肯定更大。
段崇智坦言，以往香港與內地雖有協作項

目，但兩地卻是各自批出研究經費，限留於
本地使用，資金可過境將大大推動雙方合作
成效，「無須再計住這一毫子是這裡來，那
一蚊是那裡來。」
被問及措施出台後能達到哪些效益，他

認為暫時仍難以估計，但認為只要社會對
科研發展看法正面，「整件事會強很
多。」
他並期望本港科研成果未來可打造出「香

港品牌」，為世界帶來貢獻。

葉玉如：有助「不可能」項目
另一參與聯署的院士、香港科技大學副校

長葉玉如表示，兩地科學家一直合作密切，
惟過往因內地資金未能過境到港，實際運作
上有一定困難。
隨着兩地合作制度迎來突破，她相信可鼓
勵香港科研界進行以往未必做到的項目，未
來亦有更多機會參與以至承擔國家重要科研
項目。

羅范椒芬：推動港創科高飛
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

席羅范椒芬指出，是次香港科研人員能直接
向中央申請研究經費，更得到習近平主席親
自批示並於短時間實現，反映國家對香港科
研人員的肯定，以及對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的鼓勵。
她認為，香港創科的生態圈日見成熟，且

香港人具備靈活性，相信新政策有助推動香
港創科快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創新及科技局日前公
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以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就
有人質疑計劃會影響香港業
界人士及畢業生的生計，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計劃
要求企業聘用外地專才時，
同時要為港人提供職位及實
習名額，將為香港經濟及青
年提供更多機會。

需聘港才及實習名額
林鄭月娥昨在出席行政會

議前表示，計劃讓香港可以
做好創科事業，透過更多人
才匯聚香港，「『做大個
餅』便大家都能夠分一杯
羹。」
她又說，申請計劃的創科

企業亦需要聘用本地人士，
將他們培育成為創科人才，
也要為香港青年提供一定的
實習名額，故計劃最終是希
望為香港經濟發展及青年有
更多發展機會。

林鄭月娥昨在內地與香港創科合作研討會上致辭時表
示，香港和澳門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通過競爭擇

優方式，承擔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並獲得項目經費資
助，實現了本港科技界近年爭取的科研資金「過河」的安
排。

促進兩地合作 動力不絕
她形容，新政策不單是為香港科技創新發展打下強心
針，更盛載着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科技人員以至全體港人的
重視和愛護，因為習主席在收到本港24名中國科學院及
中國工程院院士去年就內地科研資金不能「過河」應用的
聯署函件後，親自批示國務院須抓緊制定具體政策，解決
問題。
林鄭月娥指出，新政策將有利促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
合作，發揮兩地各自的科技優勢，為日後的落馬洲河套地
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打好基礎，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搭橋鋪路，也為本屆特區政府致力推
動創科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國家一直支持推動港創科
她續說，國家長期以來對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都非常支
持，國家科技部與特區政府早在2004年便成立了「內地
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負責制定和統籌兩地的科技交
流和合作，在雙方努力下，兩地在過去十數年共同推行了
不少措施，包括鼓勵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
目、推薦香港專家進入「國家科技專家庫」、建立國家重
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等。
「這些措施大大鼓勵和促進香港的科研人才與內地展開
創科合作，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她說。
在特區政府方面，林鄭月娥表示，自2015年底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後，特區政府就不斷致力推動香港科技發展，而
她在去年10月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提出了要循8
個方向，加強創科發展，並投入大量資源，在短短半年間
取得良好進展，包括完成「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法定規
劃工作、即將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向立法會提交了落
實鼓勵企業投放更多研發開支的稅務修訂條例草案等。
她形容自己在推動創科發展上不遺餘力，包括上任以來
兩次和時任科技部部長萬鋼討論兩地創科合作、向中科院
院長白春禮表達希望加強與中科院連繫、參觀了海內外多
所科技公司和研發機構，以及出席多場創科活動等。

印證「團結一致 齊創輝煌」
「這些與科技界的接觸和互動，加深了我對科技創新的
認識，也印證了我在競選行政長官時對香港前景的看法。
我當時說『香港人很優秀，香港底子也很好，只要認準方
向，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林鄭月娥
說。
林鄭月娥強調對香港創科發展充滿信心：「在習主席的
親自關心、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位科技界領軍人物的積極
參與和出謀獻策下，特區政府一定會繼續不懈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國家主
席習近平作出了重要指示，強調要促
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中聯辦
副主任譚鐵牛昨日認為，習主席的指
示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發展的大力
支持，讓本港切實感受中南海直通香
港同胞。他認為香港創科發展大有作
為，帶動經濟增長，並呼籲香港科技

人員勇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排頭
兵，和內地科技界緊密合作，「把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好！把香港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建設好！」

「中南海直通港同胞」
譚鐵牛昨在內地與香港創科合作研

討會上表示，習主席對香港創科工作

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支持創科的重
要舉措，解決了本港科技界長期關注
的問題，體現了習主席及中央政府對
香港發展的大力支持，高度重視香港
科技工作，同時充分肯定了香港科技
界為國家及香港作出的重要貢獻，讓
香港社會切實感受到關懷支持，感受
到「中南海直通香港同胞」。
他強調，香港擁有眾多高水平的科

學家，不僅科研成就斐然，更擁有堅
定愛國愛港的情懷，是國家建設創新
型國家的重要力量，希望香港科技界
抓住新時代國家建設科技強國的歷史
性機遇，勇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排
頭兵，和內地科技界緊密合作。
譚鐵牛說：「把創新型國家建設

好，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好，把香港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好，共同承擔
國家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他表示，特區政府對創科發展的高

度重視令他深受鼓舞，包括在8個方向

加強創科發展，並在財政預算案投放
500億元，相信相關舉措必將對香港造
成深遠影響，並樂見香港社會各界對
推動創科發展有強烈意願，形成廣泛
共識，又以上月立法會議員到粵港澳
大灣區訪問為例，說明不同黨派議員
均對創科發展給予高度肯定，成為了
主要談論話題。

新動力利經濟增長改善民生
譚鐵牛指出，創科無疑為香港發展

增添新動力，對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
有很強帶動和輻射作用，為青年發展
帶來更多新機會。
他強調，堅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加上特區政府的決心、香港堅
實雄厚的科技基礎、社會各界的廣泛
共識及共同努力，香港的創科發展一
定會大有作為。中聯辦將會和國家科
技管理部門保持聯繫，發揮好與香港
各界的橋樑作用，繼續促進兩地創科
的交流合作。

愛國愛港很正常 不應過分解讀

■譚鐵牛認
為，習主席的
指示體現了中
央政府對香港
發展的大力支
持。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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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形容林鄭月娥昨形容，，科研資金科研資金「「過過
河河」」為港創科發展打下強心針為港創科發展打下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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