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主席指示 港迎最好時機
中聯辦副主任、中科院院士譚鐵牛昨日出席一個

香港大學生內地實習計劃授旗禮，並以「創科發展：

全球新態勢、國家新形勢與香港新機遇」為題發表

演講。他與一眾香港年輕學生分享指，現在是香港

做創科的最好時候，形容「中央政府有支持、特區

政府有決心、香港發展有需求、創科領域有基礎、

社會各界有共識」，並強調香港發展創科具有得天

獨厚的區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各方面發展，

尤其是創科帶來新的機遇。■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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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昨日為逾400名即將赴內地實習的本港大學生及
準大學生講解香港、國家以至全球創科發展。他從國

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的「16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多次科技革
命，每一次都深刻影響了世界力量格局」切入，並通過介紹
世界科技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五次科技革命，向同學們闡釋科
技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和帶來的啟迪。

競爭力跌或因欠缺創科
他同時簡單介紹了全球未來二三十年將迎來的新一輪科技
革命與產業變革趨勢，以及國家於相關領域取得的成就和面
臨的挑戰，最後分析了香港當前所面臨的創科機遇。
譚鐵牛強調，當今世界新一代的國際金融發展亦將會由創
科驅動，所以對香港來說，要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發展創科不行。」今年，瑞士洛桑競爭力報告排名，香
港由榜首跌至第二，亦與欠缺創科發展有關。
他指出「現在是香港做創科最好的時候」，並分析指，國
家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科技創新處於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
機，將提供大機遇；習近平主席對24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
作出重要指示，讓國家科研經費成功「過河」等重要舉措，
顯示國家對香港發展創科的支持。

灣區發展互補拓新天地
譚鐵牛表示，特區政府有堅定決心發展創科；香港也有發展
創科的現實需要；基礎研究成果和人才突出，包括醫學、化學、
數學、計算機科學、電子工程等學科處於世界前列，創科基礎
扎實。至於社會各界，亦已對發展創科擁有廣泛共識。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呼之欲出，成為世界級灣區指
日可待。譚鐵牛特別提到，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發展創科提
供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大灣區將會為香港各方面的發展，
尤其是創科發展帶來新機遇，而要把創科產業做大，需要科
學、技術、生產、市場，而大灣區的城市間正好能令這四個
方面合作互補。
針對香港新一代的發展，他提醒，倘方向不對，努力亦會白
費，而了解世界科技發展很重要，香港的年輕學生要選擇一個有
發展前途的方向努力，而前沿基礎研究、顛覆性技術、綠色健康
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都是主要科技趨勢。

倡學生走出去勿lock up
譚鐵牛強調，國際科技合作亦日益緊密，全球科技創新格局
將走向北美、東亞、歐盟三足鼎立，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樂見
香港學生走出去，「不要把自己lock up（封閉起來），內地實
習非常好，內地不僅是內地人的內地，是所有中國人的內地，
也是世界的內地；同學們也可以去國外看一看，未來國際間合
作會愈來愈緊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8 年「香港大學
生內地實習計劃」出
發授旗禮暨國情大講

堂，由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香港創業
創新協會、香港學生輔導協會主辦。實習
計劃將安排近1,000名港生，今日起陸續
到北京、廣州等8個城市進行為期6周的
實習鍛煉，親身了解祖國日新月異的發
展。
今年是有關主辦機構第八年舉辦同類活

動，至今累計已安排近3,000名港生到內地
多家知名企業實習。而為響應兩地加強創科
合作，讓港生到內地工作前加深了解國家科
技發展的新形勢。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執行董事王耀瑩

致辭時指，去年暑假實習分享會上，同學講
的最多的是對內地創新科技、人工智能應用
的驚歎。
他並引述有女同學在出發前，父母曾擔

心她在「落後」的內地生活不慣，但該同學
實習期間，三餐和娛樂生活所需都幾乎全部
用手機應用程式解決，方便的程度反倒令她
擔心自己回到香港會感不習慣。

留港工作非唯一選擇
去年參加計劃的港大三年級生陳凱榮認

為，到內地實習是了解國家發展的好機會，
而「大灣區更將是香港未來很重要、很重要
的一個發展機遇。」
他相信香港和內地同胞的接觸「100%會愈

來愈多」，可以預見未來港人工作生活也將
和內地息息相關，所以透過內地實習親身體
驗，會是一大優勢。
樹仁大學學生吳玥則分享說，內地實習

讓自己提早思考人生規劃，特別是內地經濟
迅速崛起。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留
港工作已經不是香港90後、00後的唯一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在國家和香港
大力推動創科浪
潮下，青年人亦
希望能得到提
點，助力發展。
譚鐵牛昨日主講
的創科發展講

座，深入淺出、聲情
並茂，贏得學生的熱
烈掌聲。有同學大讚
「講座有實在資訊、
有前瞻性，回家後還
要再重溫內容」；亦

有未來有志於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的學生坦言，從講座中得到
更多信心和啟發。

留講座ppt重溫
應屆文憑試考生鄭同學，希

望未來能在金融科技領域發
展，有意入讀大學相關學科。
就講座提到人工智能等許多科
技發展大趨勢，他認為對自己
未來很有啟發，也讓自己的想
法更具體。
他十分認同發展創科才可以

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
觀點，並大讚講座內容資訊實
在、有前瞻性，更特意留下講
座的ppt演示文稿，待回家後

會再重溫複習。
文憑試考生薛同學則說，

未來有興趣於大灣區一展拳
腳，認為講座「很生動、有
趣，我和同學都聽得很專
心」，即使講座持續1個多小
時亦不覺得長。

及早認識迎挑戰
浸會大學創業學主修四年級生

孫同學直言，「絕對有想過在大
灣區發展。」他認為講座令他對
內地現今創科發展有初步了解，
知道內地人工智能技術在世界領
先，內地科技發展很厲害，對自
己未來有很大啟發。
恒生管理學院歐陽同學就讀

會計學系，但聽完講座也意識
到認識創科的重要性。他非常
關心人工智能發展，特別是香
港會計專業未來會否被取代的
挑戰，認為應及早認識。
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劉同

學說，通過講座認識到香港和
內地未來合作會愈來愈多，未
來創科發展勢頭強大，他即將
赴內地實習的公司恰巧主要研
發手機應用程式，相信可趁此
機會擴寬視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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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前排左四）發表演講，學生齊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譚鐵牛指出，現在是香港做創科最好的時
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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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左二）為即將出發的學生代表授
予「鼓足幹勁」旗幟。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由左至右，上至
下為：鄭同學、薛
同學、孫同學、歐
陽同學、劉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譚鐵牛出席港生內地實習授旗禮談創科：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今日開始，在各區舉辦巡
迴展覽和做問卷調查，就18個土地供應選項收
集市民意見，為達至增加1200公頃土地的目標
尋求共識。要將這次土地大辯論做好，一方面
要確保社會各方面、各階層有充分、均衡發表
意見的機會，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全面的資訊、
必要的引導，避免一些片面、不負責任的言論在
過程中不斷發酵。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大辯論可
以在客觀、理性、務實的軌道上進行。

為了方便公眾參與，土地小組以「點心紙」
的形式列出10個短中期及中長期選項，讓公眾
作出選擇，以達至增加1200公頃土地的目標。
另外還有8個概念性選項，可為本港長遠發展提
供土地儲備，亦一併徵求公眾意見。

這場大辯論是為了讓社會充分討論、凝聚共
識，目標清晰。要把好事辦好，首先要確保參
與的市民可以獲得全面、正確的資訊，並對公
眾提出的疑問及時解答，對疑慮及時釋疑。例
如各個選項大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開始建屋，
各個選項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哪個區域，等等。
與此同時，還要有清晰資料展示香港未來的住
宅和商業用地需求，讓市民可以作出理性、負
責的判斷。

土地議題是一個專業的議題，廣大市民並非
專家，因此在收集意見的過程中，當局需要提
供必要的引導。自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立以
來，社會上有不同智庫組織發表過多份建設性

的報告，為本港土地發展出謀劃策，值得政府
和公眾重視。但與此同時，社會上亦存在一些
有心誤導或無心誤解的言論，擾亂視聽、影響
公眾，如果任由這些不負責任的說法在社會上
發酵，將可能令土地大辯論的結果出現偏差。

簡單歸納，這些對土地大辯論及其中選項的
質疑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質疑本次大辯論的
基礎，打擊土地小組的威信。例如有人提出香
港根本不需要1200公頃的土地，只需要600公
頃甚至更少就夠，如此質疑大辯論當中的基礎
數據，只會令到辯論周而復始。二是將土地需
求與人口政策綑綁考慮，例如提出只要香港停
止輸入外地人才，就可以少開拓土地，結果是
令到辯論擴大化和失去焦點。三是以陰謀論看
待部分土地選項，例如將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
與所謂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而視之，出現泛
政治化的傾向。四是將廣大市民分為不同年齡
和貧富組別，放大不同組別的市民對土地選項
有不同的取向，從而藉着土地大辯論製造社會
撕裂。

必須看到，這些質疑的觀點都無助於土地大
辯論達至一個建設性的成果，而只會導致大辯
論推倒重來或者沒完沒了，與舉行大辯論的目
的和社會期待背道而馳。土地小組和政府部門
對於這些歪曲事實、不負責任的言論，必須及
時發聲以正視聽，才能確保大辯論在廣納意見
的過程中，不會失焦跑調。

提供全面資訊正視聽 免土地大辯論失焦
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宣佈取消美朝領導人原定

於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會晤，雖然之後又說不
排除按原計劃或稍後舉行，但態度之反覆無常，已
令全球遺憾失望；朝鮮回應表示願隨時對話，會繼
續以開放心態給美國時間和機會。特朗普的決定和
表態輕率、極不負責任，不利於朝核問題解決和東
北亞和平。朝鮮的回應冷靜、理性，值得肯定，證
明了朝鮮對朝美會談及推進無核化作出的承諾和行
動是富誠意的。美方決定顯然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因
素及中期選舉壓力的影響，現在球在美國這邊，美
國絕不能再惡化事態，應與朝鮮及相關國家相向而
行、縮小分歧、趨近立場，盡快實現坐下來談這一
目標。

「特金會」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但美國
總統特朗普以朝鮮發出充滿敵意言論為由，突然宣
佈取消與金正恩的會晤。雖然特朗普後來表示，美
朝峰會仍有機會按原定計劃或於稍後舉行，但同時
表示美國會通過制裁向朝鮮施壓，美軍已做好準備
在有需要時隨時出動。美方不理朝鮮不斷展示的善
意、誠意，單方面取消有助促進半島無核化與和平
的重要會談，是極不負責任的輕率之舉。特朗普這
樣做，顯然不是因為朝鮮說了什麽，而是特朗普受
到了美國國內政治角力的影響以及中期選舉的壓
力，同時在策略上爭取會談籌碼。美方極不負責任
的決定和反覆無常的態度，給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和
平帶來重大不確定性，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震盪。

面對美方輕率不負責任的決定，朝鮮此次的回應

冷靜、理性，值得肯定。朝鮮副外相金桂冠回應時
表示，美方決定不符合國際社會的願望，但朝鮮願
意隨時以任何方式同美國面對面坐下來，進行面對
面的對話解決問題。朝鮮近期不斷展現善意與誠
意，參與平昌冬奧會、停止舉行核試驗和中遠程導
彈發射、實現「文金會」及達成板門店宣言、釋放
三名被關押的美國公民、廢棄豐溪里核試驗場等，
朝鮮今次的冷靜理性回應在相當程度上證明了其對
推動無核化的承諾、行動都是建立在誠意的基礎之
上。美國一直堅持朝鮮先棄核、美方再援助，在美
方沒有任何解除制裁、給予援助的行動之前，朝鮮
就在國際記者團隊的現場見證下關閉了核試驗場，
主動積極邁開了無核化的第一步。朝鮮棄核的善
意、誠意、行動得到中國和世界的讚賞和鼓勵。

朝鮮已表示願繼續以開放心態給美國時間和機
會，希望美國也循序漸進，通過談判一步步解決問
題。現在球在美國這一邊，目前戰爭風險仍存在，
美方放言要繼續嚴厲制裁和施壓，並說美方擁有更
多更大的核武器、軍隊隨時出動等，這不是解決半
島無核化問題的負責任態度。包括中方在內的相關
國家認為，朝鮮半島近年來出現的對話緩和勢頭來
之不易，政治解決進程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希望
朝美雙方珍惜這段時間取得的積極進展，保持耐
心，互釋善意，相向而行，繼續致力於通過對話協
商回應彼此關切，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尤其是美
國方面，不要因為不信任和過分擔憂對方不守承諾
而誤判形勢，絕不能作出讓事態惡化的行動。

美對特金會態度反覆極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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