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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科技合作大突破 「一國兩制」實踐更豐富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指 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
示並強調，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 關稅優惠等問題已基本解決，未來中央將對直接資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在香港實行「一國兩 助港澳科研活動作出總體制度安排。這些措施，為
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有關部委根據指示調整 香港科技界融入國家消除障礙。
中央視香港科技界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力量，
相關政策，讓國家科研資助可以直達香港。習主席
和中央政府推動香港納入國家創科體系，為兩地科 香港科技工作是國家科技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
技合作打破制度限制，彰顯了「一國兩制」下，香 家的科研資源進一步向香港開放，為香港的科研工
港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而「兩制」合作不斷突破 作創造有利條件。這是內地和香港科技合作的歷史
深化，將使香港發展獲得更廣闊的空間，同時對國 性突破，也是「一國兩制」實踐不斷發展的生動而
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這是「一國兩制」實踐的豐 具體的體現。用此次聯名信的發起人、身兼中國工
富、發展，再次顯示「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 程院院士的香港科學家陳清泉的話來形容：「國家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是為國家恢復對香港 科研項目經費可以過境香港使用，凸顯了國家高度
行使主權後，促進香港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重視香港創科發展，充分顯示『一國兩制』下，內
定，同時讓香港為國家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與香港是一家人，攜手促進國家創科發展，更可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推動香港 令香港學者『英雄有用武之地』。」
雖然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貨幣稅
發展，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主席去年「七一」視察香港重要講話中，對在香 務有明顯差異，但兩地同屬「一國」，「兩制」的
港落實「一國兩制」提出了「四個始終」的重要論 差異不應成為兩地互利合作不可逾越的障礙。科技
述，強調「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展是香 本來就沒有制度、文化的隔閡，不同國家的科技界
港 的 立 身 之 本 ， 也 是 解 決 香 港 各 種 問 題 的 金 鑰 尚且可順利交流合作，香港與內地的科技合作更應
拆牆鬆綁，掃除不必要的人為阻礙。
匙」。
強化香港與內地的科技合作，彰顯的是「一國兩
回歸以來，中央持續推出挺港措施，包括 CEPA、
自由行、「9+2」泛珠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制」的強大生命力。這次的重大突破提醒我們，香港
等，就是在堅守「一國」的大前提，不改變香港的 必須防止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受到各種政治化干擾，
政治、社會制度的情況下，不斷對促進「兩制」互 把兩地科技合作的成功經驗推而廣之，盡快推進在
利雙贏合作進行大膽有益的探索創新，在經濟、民 各個領域突破「兩制」桎梏。例如，香港的福利也可
生方面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發展。習主席對在港兩 「過河」，港人回內地創業、就業、求學，中央持續
院院士提出的請求作出重要指示，國家科技部、財 給予國民待遇，這些發展都將有利於推動香港融入
政部、香港中聯辦迅速落實，香港科技界反映的國 國家發展大局。

半島和平難一步到位 勿增設前提漫天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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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特金會」突生變數，朝鮮昨日表
示，如果美國單方面強求朝鮮棄核，朝鮮將
重新考慮是否舉行朝美領導人會晤。朝鮮並
指責韓美近日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宣佈中
止原計劃於昨日舉行的朝韓高級別會談。朝
美峰會出現變數的原因，在於美國政府不認
同朝鮮所主張的「分階段、同步性」無核化
方案，無視朝方釋出的善意，堅持要求「一
步棄核」，否則將施加最大壓力和繼續制
裁。朝鮮半島局勢緩和來之不易，需要各方
珍惜。目前來說，能實現朝美領導人坐下來
談就是一大進展，不可能指望一次會談就解
決所有問題，美國更不應單方面給會談增設
前提條件，漫天要價，否則只會將剛展露的
和平曙光扼殺。
在中國在內的各方共同努力下，朝鮮宣佈
落實無核化的舉措，包括結束所有核彈和遠
程導彈試驗、釋放 3 名羈押在朝鮮的美國
人、邀請國際媒體前往觀看拆除豐溪里核試
驗場等。但美方對朝方釋出的善意未予足夠
尊重，反而突然對美朝領導人 6 月 12 日新加
坡會晤提高門檻。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5 月 13 日表示，美國
可解除對朝經濟制裁，允許美國私營資本
對朝投資、給予朝方幫助、提供安全保
證，不過前提是實現完全、可驗證、不可
逆的無核化。美韓並從 5 月 11 日開始，在
韓國全境開展以朝鮮為目標的大規模聯合
軍演，這一行動直接導致朝鮮中止朝韓高

級別會談，並宣佈重新考慮朝美峰會的必
要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更發表刺
激言論，揚言要以「利比亞模式」迅速拆除
朝鮮的核武，更引起朝方反感。「利比亞模
式」棄核，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的結局世
人皆知。朝鮮副外相金桂冠批評，美國肆
無忌憚提出「利比亞棄核模式」，顯示美
國無意透過對話解決問題。
中國一向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
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
題。中方一直提出推進朝鮮停止核試、美韓
暫停軍演的「雙暫停」模式，以推動半島無
核化。5 月 7 日至 8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大連會晤，肯定了金正
恩在推動半島局勢緩和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果。習主席指出，半島緩和勢頭正不斷鞏
固，朝着有利於推動政治解決的方向發展，
中方支持朝方堅持半島無核化，支持朝美對
話協商解決半島問題，支持朝方戰略重心轉
向經濟建設。
朝鮮已表明實現無核化的意願，聲明只要
有關方面消除對朝敵視政策和安全威脅，朝
方沒有必要擁核，希望通過對話建立互信，
有關各方應採取「分階段、同步性」的措
施，維護半島當前得來不易的緩和局面。因
此，美韓不要節外生枝，應停止發表刺激言
論和動作，不應強求「一步棄核」，共同促
成美朝領導人會晤順利進行，開啟半島的長
久和平之路。

特首訪穗惠 優勢互補共促科研
再訪大灣區城市深化交流 盼拓更多合作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惠州、廣州
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短短兩
個月內再訪大灣區。她昨天一日之內走訪了
惠州及廣州多地，探討建立更緊密的互補合
作空間。林鄭月娥表示，在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關心和支持下，香港科研機構和大學將可
申請中央財政撥款，更凸顯香港科技、研發
的優勢，但研發成果需要轉化和生產，為香
港與大灣區城市就轉化、生產、推廣、市場
等方面合作提供空間，期望未來能開拓更多
合作的產業，共同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惠州潼湖生態區，了解產業規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林鄭月娥在特首辦主任陳國基陪同下，與惠州市代
市長劉吉會面，並出席他所設的午宴。她在會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惠州訪問期間，參觀一個較多港人聚居
的大型住宅項目。圖示林鄭月娥聽取項目介紹，旁為惠州市代
市長劉吉。

中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因此她
自 3 月訪問深圳、中山及珠海三個大灣區城市後，昨日
到惠州考察。

惠州地利供港轉化成果

林鄭月娥表示，廣州有很多創新的科技，尤其是生物
醫藥方面。而不久前香港剛推出新的上市條例，生物醫
藥企業更容易運用香港平台上市。
任學鋒則表示，是次選擇在廣州白天鵝賓館會面意義
非凡。眾所周知，白天鵝是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代
表了粵港之間的合作。尤其是白天鵝經過改造後，以嶄
新面貌迎接特首到來，這也意味着兩地將開啟合作發展
的新篇章。
據悉，林鄭月娥今日會繼續走訪廣州的企業，並與廣
東省主要官員會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惠州市代市長劉吉等會面。圖為林鄭月娥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行到港資
劉吉及其他市領導在會面前合照。
企業旭日集團參觀。

研合建科技園 分工合作更深層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行前往惠
州潼湖生態區，了解產業規劃以
及惠港合作空間。惠港兩地政府
達成共識，希望借助更多平台推
動實現「香港研發＋惠州轉化」
的互補合作模式。

訪生態區考察高端產業
潼湖生態智慧區黨工委副書記、管
委會主任陳德華介紹，該生態區主要鎖
定高端研發機構、企業總部、科技孵
化、金融、設計等產業。
據介紹，此前有港資企業在此籌備
建設一個商業綜合體—集科技孵化大
樓，規劃顯示，其中將有一棟 220 米高
的建築，將被打造成地標建築。

城大落戶廣泛培育專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2 月，惠州與香
港城市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香港城市
大學惠州校園項目落戶潼湖生態智慧
區。陳德華向林鄭月娥介紹，學校選址
落戶此地，位置優越，聯通博深高速出

口，生態環境優美，綠化用地達三分
一。
接下來，香港城市大學將在工程、
科技創新、生物醫學、人才培養等方面
與惠州開展合作，發揮自身優勢和影響
力，把海內外更多高校資源帶到惠州
來。
據透露，未來 10 年內，學校將開展
4,000 個 碩 士 生 、 1,000 個 博 士 生 共
5,000人的招生規模。
陳德華介紹，惠州將借助潼湖生態
智慧區這個平台，主動吸納香港的先進
產業、高端人才、科研機構來惠創新創
業。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惠港合作緊
密，形成不少共識。
據悉，兩地準備共建港惠科技產業
園，推動實現「香港研發+惠州轉
化」、「香港創新+惠州智造」、「香
港青年創業+惠州孵化落地」。過程
中，香港將充分發揮金融、物流、航
運、貿易等現代服務業發達優勢，開拓
港惠兩地更深層次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惠州報道

參觀惠州港企 了解轉型經驗

港市場利穗醫藥企融資

■林鄭月娥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到訪廣州，與廣州市委書記
任學鋒探討穗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科－研－合－作

她表示，香港與惠州往來密切，兩地頻繁的人民往來
為兩地日後合作奠下很好的基礎和提供很大動力。香港
一直在惠州積極投資，期望未來能開拓更多兩地合作的
產業，共同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尤其在創新
科技方面，她說香港科研能力強，而惠州幅員遼闊，可
提供土地以轉化香港的科研成果，達至互利共贏。
劉吉表示，惠港之間近期交流不斷，兩地在合作發展
不斷取得共識。接下來將與香港發揮各自優勢，探索更
多的合作模式，進一步深化科技創新、教育、衛生醫
療、文化旅遊、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合作，攜手譜寫惠
港合作新篇章。
午後，林鄭月娥參觀一所港資大型企業，並考察了規
劃中的潼湖生態智慧區，了解當地如何計劃在保護生態
環境下發展智慧產業（見另稿），還參觀了一個較多港
人聚居的住宅發展項目，了解項目規劃及在內地居住港
人的生活情況。
林鄭月娥在下午結束惠州行程後轉往廣州，在香港特
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陳國基陪同下，先與
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考察二沙島藝術公園，了解廣州市
的生態建設和城市環境。
林鄭月娥一行其後與任學鋒會面，並出席他所設的晚
宴。她在會面中表示，很高興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訪問
廣州，見到廣州各方面建設均有長足發展。
她說，香港和廣州關係素來密切，隨着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今年 9 月開通，不足一小時就可到達廣州，這
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相信兩地會提升合作層次，共同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同時促進大灣區內各城市的經濟和改善民生。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一
行昨日走訪
惠州港資服裝企業旭日集團總
部，了解企業轉型升級現狀和成
功經驗。 港惠毗鄰，港資企業
已經成為推動惠州經濟社會發展
的重要力量，佔據惠州外商六
成。單去年以來，惠州每月平均
新增26家港資企業。
近日，惠州市統計局發佈最新
數據顯示，去年惠州外商企業有
6,992 家
（不含分支機構等），其
中近七成來自香港，擁有港資企
業 4,885 家。而 2016 年，惠州港
資企業數量為 4,574 家。這意味
着，2017年一年之中增加港資企
業311家，平均每月新增26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閱資料獲
悉，在惠州的港資企業中，有不
少是明星企業，比如真維斯、伯
恩光學、先進科技、南旋集團、
澳寶集團、新世界等。

&

據了解，相比部分服裝港企仍
以加工貿易為主打，此次林鄭月
娥一行走訪的旭日集團，早在
1993 年 以 「 真 維 斯 」
（Jeanswest）品牌進軍中國服裝
零售市場，目前在內地 250 個城
市開設1,500間零售店舖。

旭日集團歷4次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旭日
至今經歷了 4 次轉型升級：第一
次轉型由香港為主的工廠轉為海
外製造；第二次轉型由製造產品
發展成為工貿結合的企業；第三
次轉型由工貿轉變為以服裝零售
為主的業務；第四次轉型由勞工
密集生產型企業發展成資本投資
和資本管理為主的企業，亦即房
地產和金融投資。業內人士稱，
這些歷程可為其他港企轉型之路
提供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惠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