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海警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

首設大灣區展區 港企搶健康市場
創交會在穗開幕 20多國和地區逾千項目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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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計法》自 2009年
修訂至今已經9年，

數據摻水、統計造假的新聞似乎沒有間斷
過。當首次全國執法情況檢查報告最近在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出爐
時，數據造假屢禁不止等突出問題的披
露，並不令人驚訝。人們要問：統計造假
究竟何時了？

讓執法監督長出利齒
「政績不夠，數字來湊」。正如統計法

全國執法情況檢查報告所指，有的地方把
統計機構作為地方計劃目標完成的直接責
任單位給予壓力，有的採取多種方式對統
計部門和人員、調查對象及其主管部門進
行干預，從而影響統計數據的真實準確。

制度創新強化獨立性
全國執法情況檢查報告坦言，當前統計執

法監督和處罰偏鬆偏軟。從公開的資料看，
地方大員數據造假丟烏紗帽的不多，入罪判
刑的更少。要想遏止數據造假，必須讓執法
監督長出利齒，讓官員不敢造次。去年4月

國家統計局已成立執法監督局。如果同時加
大社會監督力度，健全舉報制度，保障吹哨
人的利益，雙管齊下，相信會對數據造假者
構成震懾。
地方數據造假大行其道，折射的是官員

激勵機制的扭曲，根源在於中央和地方之
間信息的不對稱。當地方官員既是政績競標
賽的「運動員」，又是賽場分數的「記錄
員」時，角色的衝突自然衍生出「數字出
官、官出數字」的怪圈。因此，通過制度創
新，強化統計的獨立性，令「運動員」與
「記錄員」角色分離應是破解之道。值得留

意的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
《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根據
改革方案，到2019年各省份的GDP核算不
再由省級統計局負責，而是在國家統計局領導
下，由國家統計局和省級統計局共同參與。如
果改革到位，地方數據注水難度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統計造假沉疴的根除，與國家

治理水平息息相關。要根本解決信息不對
稱問題，長遠之計應依託治理改革的推
進，特別是引入地方民眾評價本地政府官
員績效的權重。因為，當地民眾是地方治
理的利益相關者，又具有便捷的信息優
勢，對地方政府統計質量乃至政績得失的
監督動力足，效能高，成本低。治理現代
化如能從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乃至平行等
多向度高效展開，統計廉政定能開啟「不
敢、不能、不想」造假的新境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日前有外媒報道「複合材料問題導致C919
停飛」，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昨日發
佈消息稱，C919大型客機昨日同時在上海
和陝西西安兩地開展試飛，兩架飛機完成了
部分操穩試驗和系統檢查，顯示中國大型客
機項目研製仍然在平穩推進。
傳聞稱，C919原型機在測試中發現，升降

舵的複合材料發生剝落，故已停止試飛並進
行修改。
據商飛公司發佈消息，C919大型客機22日

同時在上海和西安兩地開展試飛，其中102架
機於上午7時13分在上海浦東起飛，空中飛
行1小時34分鐘；101架機上午11時05分在
西安閻良起飛，空中飛行3小時10分鐘，兩
架飛機完成了部分操穩試驗和系統檢查。

項目研製平穩推進
商飛公司強調，目前，C919大型客機項

目研製按計劃平穩推進，研發試飛、靜力試
驗、後續架次的地面機上試驗和相關優化工
作正在同步有序開展。
據其透露，101架機前期在西安開展了地
面改裝及載荷標定；102架機在上海完成了
操穩檢查、性能檢查等試飛任務和測試改裝
等工作，將於近期轉場東營基地；此外，
103架機前期完成了翼身對接和氣密淋雨試
驗，已經開始總裝，當前正在安裝線纜和機
載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昨
日表決通過關於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
執法職權的決定，明確中國海警局相關職
責。中國海警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
包括執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海
上治安和安全保衛、海洋資源開發利用、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海上
緝私等方面的執法任務，以及協調指導地
方海上執法工作。

依照中共中央批准的《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和《武警部隊改革實施方
案》決策部署，海警隊伍整體劃歸中國人
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調整組建中國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稱中國海警
局，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

維護海上治安和安全保衛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通過的決定自2018

年7月1日起施行。決定明確，中國海警

局執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海上
治安和安全保衛等任務，行使法律規定的
公安機關相應執法職權。執行海洋資源開
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
理、海上緝私等方面的執法任務，行使法
律規定的有關行政機關相應執法職權。中
國海警局與公安機關、有關行政機關建立
執法協作機制。此外，條件成熟時，有關
方面應當及時提出制定、修改有關法律的
議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請審議。

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增職責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並通過決定，明確全國

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職責。全國人大組
織法、立法法等多部法律中規定「法律委員
會」的職責，由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承擔。同
時，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在繼續承擔統一審議
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礎上，增加推動憲法實
施、開展憲法解釋、推進合憲性審查、加強
憲法監督、配合憲法宣傳等工作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統計造假何時了？

兩C919兩地同步試飛
破停飛傳聞

iSTEM參展商Eagle Chan：

內地不少政
府部門主動幫
忙企業對接投
資基金，創業
環 境 令 人 羨
慕。香港本土
市場體量太小，因此粵港澳
大灣區是公司接下來需要北
上拓展的市場腹地。香港學
校數量有限，我們希望把更
好的教育產品帶到內地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本屆創交會總共有 1,000
多個創新成果亮相。其中，18名兩

院院士的創新團隊帶來了 20多項
科技成果，涉及新能源、環保、半
導體芯片、醫療、農業科技等多個
領域。
進入創交會展館，「院士團隊專

區」在展區最前端，大量企業和投資
人在展區參觀和諮詢了解。主辦方專
門為院士團隊項目設立洽談區，投資
人和企業可以與專家面對面對接。
院士團隊20餘參展項目涉及領域

廣泛，且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應用技
術，如新材料方面有侯立安院士的貝

殼塗層材料項目、翟金平院士的
ERE高分子材料項目，環保方面有
劉煥彬院士的節能與過程優化項目、
陳勇院士的有機廢物能源化與資源
化高校清潔利用項目，生物醫藥領
域有韓忠朝院士的幹細胞新藥研究
新成果。
鍾南山院士團隊一口氣帶來了4項

最新科研成果，包括紅外熱成像技術
與應用、裸眼鏡腔顯示系統、院感防
控項目和4S呼吸康復項目，均為應
用前景廣闊的研究成果。

院士團隊成果受關注 涉芯片醫療等多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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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貝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林籽妍：

期待粵港澳大
灣區各個城市
可做一些深度
對接，讓更多
香港創新創業
團體有機會就具體項目交
流，也呼籲更多有志於在大
灣區發展的港青們主動了解
各城市，尋找和自己項目所
匹配的政策支持。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院
長黃亮：

以往香港較
為注重發表科
研論文，以爭
取更高的國際
排名。如今，
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不少城市
現代化產業鏈基礎牢固，香
港高校科研團隊也越來越有
意識和大灣區內的市場對
接，加速科研成果的轉化，培
育新興產業科技創新鏈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腦與類腦智能科學已經成為全
球科技競爭的焦點之一，為積極整合
全球創新資源，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
動腦與類腦智能領域的科技創新，深
圳正積極匯聚深港腦科學領域的優質
創新元素，推動深圳腦科學國際創新
研究院和腦科學重大科技設施建設。
據中科院深圳先進院透露，該院將聯合
香港科技大學等深港兩地優勢研究力
量，組織建設「深圳腦科學國際創新研

究院」，並將聯合粵港澳大灣區神經科
學優勢研究力量，攜手諾獎實驗室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腦健康合作。

諾獎教授在深搭腦科學平台
近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

者厄溫．內爾（Erwin Neher）教授同
夫人伊娃．瑪利亞．內爾（Eva-Maria
Neher）教授到訪深圳。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在會見時表示，深圳正不斷加
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支持力

度，着力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
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全過程創新生
態鏈，希望借助內爾教授團隊在神經
學及細胞生物學方面的影響力，進一
步提升深圳在腦科學領域科研水平，
助力深圳加快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全球
創新之都。
內爾教授一行訪深期間，與深圳先

進院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雙方約定將
共同籌建深圳內爾神經可塑諾獎科學
家實驗室，將以神經可塑性、藥物靶
點及神經發育疾病等為主要研究方
向，並將支持和參與國家腦計劃的推

動和腦科學領域的國際合作。

聯合港科大等兩地研究力量
在此基礎上，深圳先進院還在牽頭

聯合香港科技大學等深港兩地優勢研
究力量，組織建設「深圳腦科學國際
創新研究院」、「腦解析與腦模擬重
大科技設施」，並將聯合粵港澳大灣
區神經科學優勢研究力量，將深圳腦
科學發展成為國際腦科學和腦技術領
域創新合作的載體、面向腦疾病臨床
新技術創新開發的基地和相關高科技
產品的產業孵化平台。

深港擬合建腦科學創新研究院

駿盈數碼有限公司CEO楊騰，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此
次他帶來的展示項目是VR精神服務平台，通過使用

可穿戴設備，為體驗者呈現沉浸式的場景體驗。在臨床醫療
中，這類設備使心理疏導更加有效。同時，實時收集體驗者
的生理信號，與景象同步到後台，形成心理檔案，便於專家
進一步分析和干預。

尋求資源服務 對接市場研發
楊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2016年開始做VR技術，發

現心理學與VR有一個天然的匹配，就是心理學需要隱私，
通過VR設備，可以很好地保護病人的隱私。此外，心理學
需要想像很多場景，如今通過技術干預幫助實現。
技術雖好，楊騰透露，目前內地投資者對心理學的投資意
願並不高。他希望在VR產業發展迅猛的廣州，不僅能夠尋
找硬件合作夥伴，也能在行業協會的幫助下，對接市場的需
求作研發，從而填補目前的市場空白。
香港德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陳大富透露此前和內地市場的
接觸較少，此次帶來的是主要適用於牙科的AR互動醫病溝
通產品，即通過AR擴增實境技術，利用3D模擬及掃描將
美感需求具象化，幫助消費者量身打造美齒療程。陳大富透
露，要利用新產品打進香港本土市場很困難，因此這次前來
期望接觸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內的市場。
作為專區內最富色彩和童趣的展位，iSTEM參展商Eagle
Chan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公司主攻教育產品，應用
AR、VR技術設計互動教材，產品已經在香港50多所中小
學得到應用，可方便學校和家長對學生在校情況有更好的了
解和互動。不少代表走訪後發現，目前內地許多城市政府都
在主動發揮對接資源服務，讓前來創新創業的港企可以更好
地實現融資、產業化。對此，Eagle Chan表示，期待在創交
會這樣的平台，找到對接的政府服務和學校資源，助力公司
產品走進內地校園。

港式服務優勢 迎大發展空間
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院長黃亮認為，此番參會的港
企，不約而同圍繞着健康醫療養老、教育等產業，帶來新興
產品，這並不意外。眾所周知，香港在醫療、教育服務方面
擁有豐富的經驗，但受限於場地的限制，很多服務還舒展不
開來。如果，能夠和大灣區內的健康、教育產業做好銜接工
作，港式服務的優勢將迎來更大發展的空間，如此也能助推
大灣區的服務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018

中國創新創業成果交易會昨日在廣州舉行。來自

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個項目參會，涵蓋

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高新技

術產業。本屆創交會首次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專

區，來自香港的21家企業代表以及深港青年創新

創業代表，積極對接內地產業發展平台和行業協

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發現，參會的過半港

企瞄準健康養老、教育產業，盼在

大灣區優質生活圈

建設中，參與時代

發 展 賦 予

的機遇。

■■20182018創交會在穗舉行創交會在穗舉行，，首次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成果專區首次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成果專區，，2121
家港企攜帶企業科技成果參會家港企攜帶企業科技成果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院士團隊專區院士團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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