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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直袋「北水」產品更易「入灣」
創科公司讚免繳稅 有助籌募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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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對
加強內地與香港
的科技合作作出

重要指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
向香港文匯報分析，創新科技是新時
代推動國家與香港「共贏發展」的抓
手，是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權與
香港對國家的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
合，並可促成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升級
以及與國家發展、科技進步的協同整
合，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
及國家與香港的共同利益。

中央定位香港「國際創科中心」
田飛龍指出，習主席的重要指示體

現出中央對「一國兩制」之國家理性
及發展主義邏輯的全面理解，並可從
五方面去理解：
一、「一國兩制」是中國整體性現

代化與國際化戰略方案的一部分，納
入這一憲制體系的中央與地方都有責
任去思考如何實現國家發展與地方發
展的動態平衡，創新科技是新時代推
動國家與香港「共贏發展」的抓手，
符合「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戰略
定位。
二、「一國兩制」包含着深刻而富

有生命力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香港
的高度自治授權與香港對國家的持續
貢獻力的理性結合，創新科技是一個
最佳結合點。
三、「一國兩制」已進入融合發展

的新階段，創新科技層面的融合發展
可以促成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升級以及
與國家發展、科技進步的協同整合。
四、經濟民生是中國模式之「發展

主義」的核心內涵之一，通過「發
展」解決問題，而不是陷入「過度民
主化」的政治陷阱，是後「佔中」治
理的共識基礎，重要指示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治理的基本立場與發展期待。
五、香港在新全球化時代維持其國

際地位，離不開國家的「精準」支
持。「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國家對
香港發展的新戰略設計，是香港傳統

「四大中心」之外的增量式發展，代
表着香港的未來競爭優勢。

「一國兩制」兼具經濟社會內涵
田飛龍指出，「一國兩制」是一個全

面涵蓋香港治理與發展的整合性憲制框
架，不限於政治層面，也包含豐富的經
濟社會內涵乃至於國際化因素。「兩
制」受國家憲法保護，其根本目的在於
促成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促成國家
治理現代化與民族偉大復興。
因此，他認為無論是對「一國兩

制」偏向本地化的理解還是偏向政治
性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不適
應新時代依法治港及有序融合的發展
需求。
田飛龍坦言，對「一國兩制」的理

解既往存在變形走樣的情況。比如，
香港偏向於理解為「完全自治」及單
純的「保護香港利益」，對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未能體認及自覺
促進，這就遠離了「一國兩制」的初
衷初心。
事實上，回歸後一段時期，國家對

港政策也存在過度放任及對「一國」
之利益與制度性權力認知與維護不足
的缺陷，寬泛遵循「河水不犯井水」
的政策取向，對「兩制」的融合發展
及「一國」之國家整體利益的凸顯未
能提供充分的法理及政策支持。
田飛龍指出，十八大以來，中央在

新全球化、國家發展及香港「佔中」
等多重因素刺激下重新通盤思考「一
國兩制」的全面準確意涵，通過2014
年白皮書、2017年「七一講話」及十
九大報告「一國兩制」專節相對系統
完整地回答了「什麼是『一國兩制』
以及如何結合時代需求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的重大問題。
「習主席指示，香港應發展創新科

技及改善經濟民生，尤其是聚焦與內
地的融合發展，正是對既往認知與實
踐的合理調整與校正，符合『一國兩
制』的初衷初心及國家與香港的共同
利益。」田飛龍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繆健詩）
香港社會各界都對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支
持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要指示極感鼓舞。
他們認為，習主席對香港科技界高度重
視並寄予厚望，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
支持，讓香港科技界參與到建設科技強
國的藍圖中，同時有助香港整體產業結
構的提升，而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成為一
個很好的應用平台，讓香港的科研成果
通過灣區輻射至全世界，同時可激發青
年對創新科技的興趣，讓他們融入國家
發展的大局中。

有利產業多元結構提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習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充分體現中央對
香港創新科技的重視，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讓香港科技界參與到
建設科技強國的藍圖中。
他續說，這同時有利香港發展多元產
業，有助香港整體產業結構的提升，更
能激發青年對創新科技的興趣，為青年
提供新的創業就業機會，從而融入國家
發展，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的發
展。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表示，習主席的
重要指示，必將為充分發揮香港科研優
勢，深度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提供強大助
力，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
並有利於內地和香港發揮各自的科技優
勢，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作出貢獻。
他表示，24名院士是香港的科技精

英，他們主動向中央提出建議，為整個
香港社會樹立了有愛國熱忱、有卓越才
能、有擔當的楷模形象，也為培育愛國
正氣、教育年輕後輩發揮了積極影響。

指明定位灣區輻射世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

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習主席作
出重要指示並迅速部署相關工作，已解
決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港澳使用、科
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的問題。創新
是推動經濟的第一動力，香港作為國家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有必要參與
其中，為國家出力。
他期望特區政府能寬鬆人才交流機

制，以及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與灣區
的產業鏈加緊連接，好讓香港的科研成

果能夠產品化、產業化，達到自給自足
的良性循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就是敢言」主

席張俊勇表示，習主席指出香港要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單是指明了香港
的角色定位，更是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
機遇，大灣區就是一個很好的應用平
台，能夠讓香港的科研成果通過灣區輻
射至全世界，推動產業發展。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表示，香港

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有許多有利條
件，社會現正邁向電子信息時代，將成
為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主戰場，高科技
產業更是要急起直追。香港要積極領會
習主席指示精神，發揮「一國兩制」的
積極作用，在高新科技技術研發、引
入、集資等方面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

會主席簡松年認為，今次習主席的重要
指示，顯示出中央對於香港的關懷，對
香港起指導性的鼓勵作用，同時也為香
港帶來了重大商機，但香港的創科行業
要能夠發展起來，特區政府必須先積極
發揮帶頭作用，通過政策上的積極配合
把握機會，才能融入到國家發展的大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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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挺科指示」衍生巨大商機

教資會：「京費」赴港 人才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於中

央政府新政策推動香港及內地科研合作
發展，負責分配撥款予本港8所大學的
教資會主席唐家成表示歡迎。他相信新
政策將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學術界，
為香港挽留人才，「長遠而言，這肯定
會提高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就國家科技部和財政部開放中央財
政科技計劃予香港各大學和科研機構參
與，唐家成昨日表示，對中央政府的支
持很是高興和感激，此舉可讓8所教資
會資助大學承擔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
目，並獲得經費資助。

唐家成：高校研究里程碑
他形容新措施是支持香港高等教育

界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將為香港的大學
注入更多動力作進一步發展，並呼籲各
大學把握這個寶貴機會，繼續致力促進
香港與內地的研究協作，為社會挽留人
才及提高競爭力。
教資會轄下負責向8大研究項目提供

資助的研資局，主席華雲生對新政策所
帶來的新機遇也表示歡迎，認為可以讓
研資局與科技部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更密
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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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十
屆「創業日」一連兩天在灣

仔會展舉行，將展出體感機械
人、手提智能冷氣機、人工智能
驅動混合光譜儀，及有如積木可
靈活組合成各式傢具的組件等多
款嶄新科創產品。

硬件研發燒錢不菲
路邦動力有限公司將於展覽中

展出ME-1體感機械人，使用者戴
上裝有動作感應器的控制器後，
可讓機械人模仿其動作，包括手
肘關節及手指屈曲等動作，可提
起簡單工具及不多於2.5公斤的文
件。該公司目前正為英國拆彈公
司的拆彈機械人設計機械臂，並
與美國電力公司合作，代替人類
進行高壓電維修工作。
路邦動力創辦人、技術總監麥

鶱譽表示，硬件研發較為「燒
錢」，若沒有天使基金投資，只
單靠其他香港投資者，並不足夠
支持其研發工作，本地科研資助
很多時候需提供原型機，倘申請
內地科研資金，則需要透過向內
地公司出售技術的方式，迂迴將
資金運送到香港，但過程需要交
稅。
他指出，科研資金「過河」一旦

落實，可以讓香港的創科企業直接
受惠，不需要交稅，形容是「非常
之好的政策」，他十分歡迎。

內地見好嘢就支持
Hi-Cooler Company Limited將

展出自家研發的手提冷氣機，透
過改良傳統的水蒸發製冷技術，
將冷氣機縮至手掌大小，同時保
持製冷效率。Hi-Cooler董事陳家
潤認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策方
向，又指香港本地雖有不少資
助，但較難申請，反之內地「只
要見到你哋係好嘢就會支持
你」。
EverBlock業務發展總監蘇子賢

表示，他們正致力拓展內地市

場，尤其大灣區市場，認為習近
平主席支持香港創科業，支持大
灣區同城化，對該公司的發展顯
然是十分利好的消息。EverBlock
是美國創新公司，以「樂高」玩
具原理，生產能自由構建成桌、
椅、床鋪、牆壁、地板的高強度
塑料組件，堅固耐壓，防火防
曬。

部署大灣區設廠房
蘇子賢說，在中央大力支持下，

香港科創市場有望快速發展，並與
深圳相結合。他們正部署在大灣區
設廠生產，把握中央支持香港發展
創科及大灣區機遇。
泰美商業科技公司的楊先生

說，習近平主席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科中心，及允許本港創科業
申請國家科研經費，對他們公司
的發展很重要。因為該公司的主
營業務是幫助初創企業拓展香
港、內地和國際市場，及為他們
設立專業網站。
中央支持下，香港科創企業的

數目和規模都有望大幅提升，令
他們公司的潛在客戶大大增加。
中央允許本港創科業申請內地科
研經費，也有助本港創科業的發
展。
香港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

理李柏齡說，習近平主席支持香
港建立國際創科中心，加上特區
政府近年致力發展創科業，令本
港創科業進入快速增長期，2017
年創科企業較2016年增長16%。
他介紹，是次「創業日」展
覽，「創新科技區」參展商達140
家，比去年增加一倍，創科種類
亦隨特區政府提倡而集中在醫療
及生物科技、金融科技、人工智
能及機械人技術等。
李柏齡表示，習近平主席的支

持，不僅為本港創科業發展增加
更多資源，還令本港創科業發展
上升為國家規劃，肯定會對本港
創科業發展形成新的推動力。

■路邦動力創辦人及技術總監麥鶱譽(左)與行政總裁呂力君。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攝

■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李柏齡。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泰美商業科技楊先生（右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教資會主席唐家成。 資料圖片

■Hi Cooler創辦人陳家潤手持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個人移動智能冷
氣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EverBlock業務發展總監蘇子賢手上拿的是應用廣泛的磚塊（大尺寸，共
8個突出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促進香

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有本港創科公司負責人大讚中央有關政策，又

指新措施下港企可直接受惠於內地資助，有助籌募研

發經費。有創科公司總監則表示，習近平主席支持香

港創科業，支持大灣區同城化，讓新產品可更加便利

地拓展到大灣區各中心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殷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