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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發展核心技術 貢獻國家成就香港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兩院院士大會開幕會上
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當前「形勢逼人，挑戰逼
人，使命逼人」，國家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
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
心和創新高地。中國雖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但在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方面仍存在明
顯短板。習主席的講話顯示中央對此有清醒的認
識，更明確指出中國需要大力推動制度創新、改
革頂層設計，全國官、產、學、研凝心聚力，努
力將國家建設成為科技強國。這既是對香港的召
喚，也是香港的良機，香港應充分發揮優勢，參
與國家創新發展，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來取得了空前的經濟成就，
去年 GDP 突破 80 萬億元人民幣，穩居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的位置。但同時要看到，中國在綜合國力
上還存在不少短板，其中最大短板在於核心技
術、自主知識產權。近期的中美貿易糾紛，被輿
論形容為「科技冷戰」，美國掐住中國的核心技
術命門，對中興通訊實施芯片禁令，導致其直接
陷入「休克」狀態。中國不是沒有國產芯片，但
因為材料技術和半導體技術跟不上，一直只能生
產中低端的芯片，手機、通訊設備等關鍵部位一
直依賴外國高端芯片。在科技實力方面，中國與
美歐等先進國家相比，還有明顯差距。
習主席指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
討不來的。進入 21 世紀，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
天這樣深刻影響着國家前途命運和人民生活福祉，
作為一個有着 14 億人口的經濟大國，中國不應該

在關鍵技術上受制於人。在征服核心技術、走向技
術強國的過程中，需要多方面條件的配合。
首先，需要國家進一步加大科研投資，行業、
企業及科研機構對技術短板要保持清醒認識，全
心全意補全短板，苦練內功，努力使國家科技實
力由量的增長到實現質的飛躍。其次，需要深刻
檢討當前制約產學研合作的制度問題，大膽進行
制度創新，改革頂層設計，凝聚國家、企業和科
研機構的人才和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益。其中
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從科研到製造堅持自主研
發，自主掌握知識產權，建立良性科研的生態系
統。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曾研發自己的電腦操作
系統——紅旗 Linux，但最終因為政府、企業到社
會都缺乏支持，兼容的軟件寥寥無幾，最終破產
收場。這是值得汲取的教訓。
中央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習主席
充分肯定，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
多愛國愛港的高素質科技人才，是我國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力
量。香港還有法治廉潔、資訊自由、重視保護知
識產權、與國際接軌的傳統優勢，這些都是引進
外國先進技術、加強中外合作、提升國家科研水
平的最有利條件。支持國家科技發展，掌握核心
技術，香港大有作為，應以創新思維、超常發
展，打破市場限制、制度限制，為國家和香港的
科研、產業升級換代吸引人才和技術，加強兩地
合作研發，發揮香港應有的作用，從而貢獻國
家、成就香港。

吳文遠案阻嚇政治操作傷害法治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早前被裁定 3 項披露廉署受
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名成立，昨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被判入獄 4 個月，3 項刑期同期執行。吳文遠
擅自披露被投訴者的資料，把維護香港廉潔、嚴
肅執法的廉署當作打擊政府和不同政見人士的工
具，不僅對被投訴者不公，更嚴重傷害廉署的聲
譽和公信力。法庭的判決是對破壞廉署制度行為
的警示，有嚴正的阻嚇之效。近年本港一些政客
將執法、司法機構當作政治操作的工具，動輒作
出所謂「政治檢控」、「政治審判」的政治指
控，貶損法治的公信力，令執法、司法機構成為
「政治磨心」。相信廣大市民會清楚明辨一些政
客誤導公眾、傷害法治的居心。
「廉署保密，密密實實」這句廉署的口號，相
信很多市民耳熟能詳。廉署之所以能成「貪腐剋
星」，執法不偏不倚，得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令香港成為法治廉潔的世界模範，其中一個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廉署的工作作風嚴密細緻，高度
重視保密。做好保密，一來確保廉署調查工作的
高效率，避免受查人士事先毀滅證據；二來保證
舉報者的安全；三是保障日後可能獲證實清白的
被投訴者，避免他們的名譽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因此，《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規定，在廉署
未逮捕受調查人士前，披露受調查人士的身份和
調查細節，如非有合理辯解，即屬違法。
但是，近年愈來愈多政客以到廉署報案作「政
治騷」。當廉署告知會開始跟進事件後，報案人
士就大鑼大鼓告知傳媒廉署的決定，儼如已證實

受查人有罪。這種將向廉署舉報當作政治操作工
具的行為，無視法例的要求及程序公義，影響廉
署的調查，備受公眾詬病。
吳文遠向廉署舉報馮程淑儀涉嫌貪污，然後明
目張膽向傳媒及在社交媒體上披露事件，就是將
向廉署舉報視為「政治騷」的典型案例，對廉署
有關保密的法律規定視若無睹，刻意製造輿論壓
力，搞「未審先判」，迫使廉署按照他的意圖和
目的辦案。主審吳文遠案的法官指出，吳在廉署
人員多次提醒後仍明知故犯，由審訊首日至尾聲
均「毫無悔意」，即使辯方求情指出如被判監超
過 3 個月，5 年內不得參選立法會，吳亦必須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看不到任何理由判緩刑或罰
款。法庭的判決正正反映，吳文遠利用舉報干擾
廉署運作，無視法律約束，這是法庭最不認同、
最不能接受的，必須從嚴而不從輕處罰，以儆效
尤。
事實上，近年來不少政客不僅將廉署當作政爭
工具，而且當面臨對自己不利的檢控、判決時，
為推卸罪責、逃避法律制裁，一再詆譭對自己的
調查、檢控、判決是「政治迫害」、「政治檢
控」、「政府審判」，損害本港司法機構的形
象。
專業獨立的檢控和判案，是香港良好法治的根
基，受到本港和世界的廣泛肯定。少數政客否定
本港法治的獨立公平，企圖將法治制度政治化，
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摧毀香港最重要的優勢。
相信廣大市民一定會明辨是非，制止妖言迷眾。

賞百面大館 憶中區往昔
今起分階段開放免費參觀 展出百位人物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俗稱「大館」的
前中區警署建築群，今日起將分階段開放予公眾免
費參觀，開幕展覽「大館一百面」將展出 100 個與
中區警署建築群有關的人物故事，訪客可透過互動
投影和故事展板，了解百位人物與大館的故事，細
味昔日中環社區的情懷。

展覽在「大館」的警察總部
大樓01座展出，共劃分為

5 個主題展區，分別為「行大
館」、「逛大街」、「入店
舖」、「望中環」及「去茶記」
（見表），透過一系列訪談，敘
述前警務人員、釋囚、老店店
主、中區街坊及學者等的故事，
展現他們與「大館」之間的點滴
以及街坊鄰里關係。

7「盒子」觸發不同情節
當中「行大館」設有 7 個關
於「大館」不同建築的「故事
盒子」，包括「芒果樹」、
「營房大樓」、「高級警察會
所」等，參觀者按下按鈕後會
觸發機關，盒子內會出現相應
的故事元素，例如按下「芒果
樹」的機關，原本空無一物的
廣場便會升起一棵芒果樹，以
配合故事內容。
「逛大街」、「入店舖」則
以互動投影、展板及店舖招
牌，重現昔日中環各行各業百
花齊放的一面。參觀者可透過
觸控數米長的互動投影「中環
風情畫」，發掘店主、居民、
警員，甚至是過客等不同人物
與大館的聯繫；也可遊走在招
牌下，觀看各式中環店舖的故
事，包括知名食肆如「九記牛
腩」、「蓮香樓」和「蛇王
芬」等。
展覽又在展廳模擬茶餐廳環
境，讓參觀者入座，細聽由昔
日電台節目《十八樓Ｃ座》班
底灌錄的中環人故事；茶餐廳
設有電話讓參觀者留言分享自
己的中環故事，大館會將收集

到的錄音編纂成檔案。另外，
展廳又模擬唐樓與高樓的環
境，讓參觀者可憑窗俯瞰中區
警署建築群及監獄的日常。

■大館中展出的舊物。
■
「行大館」
為其中一個展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互動壁畫繪百人故事
大館文物事務主管楊頴賢表
示，最初曾訪問多位過去在建
築群工作的人士，提及很多昔
日與街坊接觸的故事，故決定
尋找大館更多面貌，並定下訪
問100人的目標。
有份策展的長春社文化古蹟
資源中心執行總監劉國偉補 ■「大館」今日起開放予公眾免費參觀，開幕展「大館一百面」將展出 100 個與中區警署建築群有關
充，籌備展覽的過程中認識很 的人物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多街坊，他們又會介紹其他街
坊，「好似一個網咁」收集很
多不同類型的故事，「起初以
為 100 個很難達到，諗住盡力
「大館」經活化後重 唔係好覺有多到。」
啦，結果真係做到。」

鍾瑞昌認為，以往
新開幕，讓不少曾在該
負責插畫的插畫師「飛天
處工作的警員重拾集體 中區警署的警員與社
豬」表示，最辛苦是將 100 個
回憶。現年 68 歲的退休警員鍾瑞昌在「大 區鄰里關係良好，例
人的故事在互動壁畫中表達，
館」斷斷續續工作 17 年，可說是見證着他的 如每逢高級指揮官退
她在過程中閱讀策展團隊準備
警察生涯。鍾瑞昌昨日表示，他自小在該區 休 ， 警 署 都 會 舉 行
的資料和歷史書籍後，並走訪
成長，後來在18歲投考成為警員，1971年起 「鳴金收兵」儀式，
中環攤檔與檔主親身相處，最
駐守港島衝鋒隊，便在「大館」地庫的 999 需要關掉警署所有燈 ■鍾瑞昌
後一共用上 5 張 A1 紙繪畫出壁
控制中心工作，其後多次被調離和調返「大 火和落旗，由於儀式
畫原稿。
香港文匯報
館」，與之結下不解之緣，「我都唔知點 在晚上進行，為免現
她指出，互動壁畫中不乏有
記者莫雪芝 攝
解，可能佢(大館)想我回來！」他表示，警隊 場漆黑一片，警員會
趣故事，例如石板街一處有警
生涯約有 17 年都在「大館」工作，對其獲保 到鄰近的住戶或商戶「拍門」，請求他們開
員滑倒的畫面，源自昔日一名
燈協助照明，那時居民都會友善響應。
育感到十分開心。
警員穿着裝有鞋碼的皮鞋、每
鍾瑞昌坦言，最高興是看見廣場中的芒果
逢走過石板街都「跣低」的故
盼帶新一代參觀承傳歷史
樹仍枝葉茂盛，「我 9 歲已見佢好大棵。」
事，街坊口耳相傳，戲稱該名
他表示，過去不少警員都垂涎芒果美味，但
鍾瑞昌表示，自己從小在當區長大，對
警員為「烏SIR SIR」。
礙於身穿軍裝，不可做出有失身份的行為， 「大館」特別有感情，加上它是集香港早
她又提到，小販出身的「蛇王
「比大 Sir 見到殺頭都似！」但他為一嚐滋 期執法、司法於一身的建築，值得花巨額
芬」因為被多次檢控和罰款，於
味，趁晚上上級都已下班時，使用自製的木 保育。他希望可帶新一代參觀「大館」，
是聽警員勸喻「入舖」，自此一
叉收割芒果。他又提到，傳說芒果樹結果愈 介紹和承傳其歷史。
直營業至今，都反映出社區與
多，當年的人事升遷也愈多，「但我升時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大館」的關係密切。

「大館」
當差 17 載「佢想我回來」

覓地諮詢巡展 兩天蒐 600 問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正展開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過去兩日收
回共約 600 份問卷，與預期相若。他指出，
不少人關注議題已久，到展覽時已心中有
數，很快便交回完成填寫的問卷。他重申，
舉辦展覽的目的旨在提升市民對土地供應選
項的認識，及了解他們的意見，相信已透過
展覽做到。
黃遠輝昨早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過去

兩日約有 3,000 人參觀於全港設置的巡迴展
覽，形容市民的反應不錯， 共派出1,800份問
卷，即場收回共約600份問卷，與預期相若。

黃遠輝：市民「熟書」速填妥
他出席另一電台節目時表示，看到很多市
民過去幾個月一直有跟進土地供應，非常熟
悉議題，來到時已經心中有數，收到問卷後
很快便填妥。他表示，每個展覽地點都會有
小組成員駐場，希望可親身聽到當區居民的

心聲與訴求。
有團體批評今次問卷上提及的供應量被
「打折」，例如棕地及遊樂場用地的土地供
應量，只有整體的15%。黃遠輝認為有關數
字合理，他以 760 公頃棕地為例指出，若將
短 中 期 和 中 長 期 加 起 來 ， 將 會 有 15% 加
30%、合共 330 公頃的土地，佔整體近半，
形容是積極進取。
另外，黃遠輝在小組網頁以「同一天空
下」為題發表主席隨筆，指以「貴、細、

■插畫師「飛天豬」表示，最辛苦是將100個人的故事在互
動壁畫中表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大館一百面」
展覽概要
展覽日期

2018年5月29日至9月2日

開放時間

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地

大館—警察總部大樓（01座）複式展室

點

入 場 費

免費

展區主題

內容

行大館

7 個「故事盒子」重現昔日中區警署建
築群的流金歲月

逛大街

以「中環風情畫」互動投影及故事展板
呈現100位人物與大館的故事

入店舖

透過不同場景、各式招牌和影像記錄重
塑老店故事

望中環

模擬置身唐樓與高樓，俯瞰中區警署建
築群及監獄的日常

去茶記

模擬茶餐廳環境，遊人可入座細聽中環
人的故事；亦可在電話留言，分享自己
的中環故事

資料來源：賽馬會

擠」三個問號作為封面設計的公眾參與書冊
面世後招來好評。他解釋，問號正代表社會
對住屋及其他方面缺地問題的疑惑，藍色沉
實穩健，用作公眾參與較為討好。
對於有人揶揄藍色封面與現屆政府首份施
政報告的顏色如出一轍，認為小組是政府的前
置機構，負責推動早有前設的公眾參與。黃遠
輝解釋，公眾參與書冊藍中泛白的天空藍，代
表同一天空下的香港人與封面上問號裡的主人
翁一樣，同樣面對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自當
共同尋求解決辦法。他指出，小組於短短一個
月時間已分別在港島、九龍、新界東及新界西
完成4個區議會工作坊、參與鄉議局主辦的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地研討會、與多個專業團體會面，並聽取各區
居民、商會及青年代表的意見。
他續說，小組也特別探訪劏房家庭、行動
不良的唐樓住戶及異常擠迫的公屋家庭，並
在酷熱警告下走訪新界西北的棕地群及與營
運者交談，了解棕地行業的變革和發展；小
組亦嘗試在中學推廣土地供應通識教育，並
將土地供應公眾參與活動的訊息帶到少數族
裔人士論壇上。
他表示，小組各成員將兵分多路，全程參
與各區的巡迴展覽，除了提升社區對土地供
應的關注和討論外，更期望當區居民光臨展
覽，聆聽他們的意見和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