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智慧城市開始落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程敏）香港創科發展經常
被批落後。將於本月底約

滿離任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昨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政府於去年12月推出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將整體工作列表出
來，將在2022年前將70多項實際的項目全部
落地。他相信這只是一個開始，每年都有新
項目注入並逐步優化，有信心屆時香港將能
成為世界級智慧城市。
楊德斌續指，最近政府已致力做好數碼的基

礎設施，如電子身份(eID)，令所有市民更容易
使用數碼服務。金管局將於9月推出的快速支付
系統，可打通16個電子支付，並消除銀行與電

子支付之間的阻隔，令市民「過數」更容易。

做好「數碼絲路」連接角色
對於「一帶一路」計劃下倡議的「數碼絲
綢之路」，楊德斌認為香港扮演的角色是在
於數碼連接方面。香港在全世界而言是一個
很好的海底光纜連接，對外總連接力度是每
秒53個太字節(terabytes)，未來2年將會大幅
增至200太字節以上，相比內地對外的連接力
僅不足每秒10個太字節，將來將會是內地的
20倍。故此，香港可扮演內地出去不同「一
帶一路」國家的「數碼連接」，香港可以帶
出數據的應用，建立數據中心，同時可以引
發很多不同的創新。

他坦言，對於科技公司而言，香港的市場無
疑是有點細，但隨着將來大灣區的連接加深，
總人口達7,000萬，即市場將有望增長10倍，
加上消費力高。而且，環觀大灣區其他城市內
並沒有世界級大學，但香港已有4間全球排名
100內的大學，故香港絕對是有其優勢。他建
議香港的公司應與大灣區加強合作，發揮優勢
互補，將能大大提高市場競爭力。

外引專才 內增培育平台
他又認為，要做好I.T的產業，人才相當重

要。根據VTC進行的人力報告顯示，香港目
前每年讀I.T相關學科的人數為4,200人，但
每年所需要的I.T空缺為4,400個，故缺口約

為200個。為解決這人才缺口，一方面可以透
過引進外來人才，另一方面就讀相關學科如
數學或工程等亦可再進修轉入I.T行業。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I.T人員亦需要不斷進
修，在熱門的範疇例如大數據、雲計算及人
工智能等再深化學習，希望業界能多與大學
合作，推出新技術的進修課程，例如最近數
碼港與香港大學推出雲端技術培訓平台
Cloud Academy，建議員工可透過這課程深化
對雲端的認識。政府上月亦推出了一項為期3
年的「科技人才引進計劃」，將快速處理其
入境安排。計劃已開始接受申請，但條件是
每請3個外來人才，必定要請1個本地人才，
加上兩個實習，這將有助培養本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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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昨日在港召開，今次以「全

方位合作」為主題，現場設有超過500場一對一項目對

接會，涉及逾220個投資項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

開幕辭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重視國際經濟及社會

合作，香港在過程中擔當重要橋樑的角色，是跨國家、

地區的連接。她相信，「一帶一路」倡議會為本港帶來

長期經貿回饋，香港必須利用自己獨特的優勢，把握新

的機遇。

林鄭月娥昨指出，要成功落實
「一帶一路」建設，來自世界

各地的廣泛參與至為重要，因為推
動建設需要國與國之間的高度合作、
穩固的雙邊和多邊機制，以及不同
界別的參與。在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的過程中，香港無論從政策溝
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以至設
施聯通和民心相通，都會作出全面
的貢獻。

推動「帶路」港可作貢獻
林鄭月娥還強調，未來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可促進區內的金
融、高端服務、創新等產業的發
展，同時推動香港與廣東省，以
至「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及地
區結成策略性夥伴。香港在解決
爭議、城市管理、災害防治，以
及航空安全等多方面，有很多專
業知識可提供。
此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午宴論壇致開幕辭時指，香港是
國際金融中心，藉着充足的資
金、專業的知識、經驗及國際聯
繫，香港可成為基建項目融資及
財務管理的優越平台。他還預

期，香港可成為綠色項目的融資
平台，尤其致力支持「一帶一
路」經濟體可持續的綠色發展，
政府將會推出上限為130億美元
（約1,000億港元）的綠色債券
發行計劃。

港鐵擇機開拓沿線市場
同一場合，港鐵（0066）主席
馬時亨認為，與美國特朗普政府
反全球化的基調不同，中國政府
致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
全球各國緊密聯繫起來。個人而
言，十分看好「一帶一路」倡議
下世界各地的發展。雖然短期內
未能看到巨大成果，但相信多年
後，參加「一帶一路」倡議的各
國都能受益頗多。港鐵公司也會
視乎沿線國家的政治風險和營商
環境，謹慎投資或合作。
據介紹，自「一帶一路」倡議

2013年啟動以來，中國與沿線國
家及地區貨物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
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
元。在沿線國家及地區建設75個
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270多
億美元。

「帶路」論壇辦500場項目對接
林鄭：港擔當重要橋樑 有長期經貿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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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
其）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肖亞慶於「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表示，中國 2013 年倡議「一帶一
路」，5年間央企積極響應，參與
「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及地區投資
合作1,700多個項目，包括重大基礎
及資源等項目。這些合作能夠有效推
動當地經濟發展，亦有利央企推向國
際化發展。

央企港企合作空間大
他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封

閉，只會越開越大，實現開放包容，
共贏、共享、共同發展。而香港是一
個比較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如中央企
業與香港企業互相配合，相輔相成，
可推動更多發展空間，未來雙方可在
深化企業改革、推進結構調整、科技
創新、培養國際化人才等方面進行合
作。
此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

任甯吉喆表示，「一帶一路」倡議5
年來獲得滿意成果，得到國際廣泛認
同以及積極響應。香港能在「一帶一
路」中建設空間更廣，機遇更多，具
有突出的優勢，多方面都能發揮大作
用，例如，與沿線國家及地區建立一
些合作平台，令香港的金融市場為橋
樑，協助投資資金引入基建項目。

國資委：中國開放只會越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與格魯吉亞昨日
於「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簽署《自貿協定》。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簽約時表示，這是香港與高加
索地區國家締結的首份自由貿易協定。格魯吉亞是香港
在高加索地區的一個緊密貿易夥伴，亦是一個極具發展
潛力的新興市場，《自貿協定》能推動雙邊經貿關係進
入一個新台階。

邱騰華：鞏固香港門戶
邱騰華透露，《自貿協定》涵蓋範圍全面，包括貨物

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及其他相關範
疇，能為兩地提供有效平台，有助港商開拓格魯吉亞和
「一帶一路」倡議所涵蓋的高加索地區的市場。此外，
香港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擴展至歐亞地區，將有利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商業和金融樞紐的地位，以及作為
內地與香港其他貿易夥伴門戶的角色。
格魯吉亞簽約代表、經濟與可持續發展部副部長Gena-

di Arveladze隨後向記者介紹，格魯吉亞是亞歐板塊間的
交通樞紐，是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物流及轉運走廊。連接
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土耳其三國的巴庫-第比利斯-卡爾
斯跨國鐵路去年開通，格魯吉亞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倡
議下，中國與歐洲各國的物流、貿易中轉地。
Arveladze還透露，格魯吉亞被世界銀行評為全球有
利營商環境的第16位，外資企業註冊等流程手續都十
分高效快捷，亦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企業的利益。目前，
格魯吉亞在運輸和基礎建設都有發展潛力，希望內地和
香港的企業，能提供投資和專業服務。
2017年香港與格魯吉亞的貨物貿易總額為3.2億港

元。同年，香港貨物貿易夥伴中，格魯吉亞排名121。
香港在2016年則是格魯吉亞的第26大貨物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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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會為本港帶來長期經貿回饋。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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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指，最近
政府已致力做好數碼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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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斥資38億元進行活化的中區警署
（又稱大館）建築群正式開放給市民

參觀，身兼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諮詢委
員會成員的前警務處長李明逵，指大館是香
港歷史的一部分，全面開放可讓每個市民都
得以分享，是一件好事。
他於1974至75年任職刑事偵緝部小隊主

管，曾在大館上班，當時其辦公室正設於總
部大樓。今次重臨舊地接受專訪，細說大館
那些年，包括那棵傳說可預言差館人事升遷

的神奇芒果樹；漏水板間房內「一邊擔遮一
邊打字」的新紮師兄歲月……此外，這個服
務警隊34年、任內處理包括越南船民問題、
97回歸及05年世貿會議保安工作的警隊前
一哥，也回顧了警隊生涯的苦與樂。
香港女子跳高紀錄保持者楊文蔚少時志

願當空姐，現實是成為了職業運動員，透
過它，人生有了座標，見識了世界，且被
封為「跳高女神」。運動員之路不易走，
困難、挫折總需要勇氣去克服。她在

「Go！青一族」，拆解跳高給她從零到一
的故事。
今期「Hot Talk 時事」專訪香港乳癌基金

會主席及創會人，傳遞乳癌不可怕，早檢查
可以早重生的訊息。馬會自2010年起先後捐
助超過一億元予乳癌基金會，分別成立香港
及九龍兩所乳健中心，推行健康教育及檢查
服務。另外，該欄目報道馬會撥款逾600萬
元推行為期三年的「賽馬會銀鈴關護長者健
康計劃」，為長者實踐基層醫療保健。

石獅市盧厝西坑旅港澳同鄉會慶祝成立三十四周年活動暨第六屆董事就職
典禮，日前於香港北角富臨皇宮舉行，盧錦龍任新一屆會長。石獅市盧厝西
坑家鄉慶賀團等代表以及逾700名鄉親歡聚一堂，共同見證慶典活動。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盧溫勝，原石
獅市委政法委書記盧文進，香港立法會議員郭偉強，香港東區區議會主席黃
建彬，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會長佘英傑等應邀出
席並擔任主禮嘉賓。
新任會長盧錦龍致辭稱，同鄉會成立以來，積極團結港澳鄉親，為家鄉建
設發展，為香港繁榮穩定貢獻了應有的力量。他承諾今後將與董事會同仁一
起積極團結鄉親、造福桑梓，為讓同鄉會會務蒸蒸日上，為把家鄉建設的更
美好，為港澳發展更繁榮，為祖國更富強不斷努力。
當晚由永遠榮譽會長盧錦欽祝酒，祝願會務順利，在場人士均舉杯祝賀。
同鄉會出席人士包括永遠榮譽會長許章沛、楊國泰、盧榮華、盧錦欽、盧天
送、盧志偉。榮譽會長林佑碧、盧錦榮、盧仁式、盧天開、盧文樹，永遠名
譽會長盧榮智、盧清松、盧文科、盧聯合等。

信和集團與奧雅納工程顧問代表出席香港特別
行區政府於日前舉辦之第46屆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得獎者慶祝酒會，慶祝其共同研發的城市空氣
淨化系統於國際公認最重要的專業展覽榮獲金
獎，並與其他香港得獎團隊共慶佳績。慶祝酒會
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創科
局局長楊偉雄，一眾立法會議員及創新科技界別
人士主禮。林鄭月娥於致辭時讚揚得獎團隊的努
力與成就，並承諾繼續推動創科發展，讓香港成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城市空氣淨化系統於第46 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

金獎。信和集團成為香港首家獲得此享譽國際發明獎的
地產發展商。
信和集團集團總經理黃永龍表示：「非常榮幸我們的

小發明能獲得國際獎項。香港正努力發展科技工業，我

們期待有更多創新的構思和合作機會。」信和集團副主
席黃永光補充說：「我們十分榮幸能參與是次慶祝酒
會，欣賞到其他得獎者的發明。創新對我們社會的長遠
發展非常重要。我們期待與更多本地及國際工程師合
作，研發更多創新城市解決方案，建構更環保、更美好
的社區。」

■石獅市盧厝西坑旅港澳同鄉會
慶祝成立三十四周年活動暨第六
屆董事就職典禮，賓主合照。

石獅市盧厝西坑旅港澳同鄉會舉行周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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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與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香港得獎者同慶佳績

■左起：信和集團總經理黃永龍、副主席黃永光及奧雅納工程
顧問公司湯振權博士出席第46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得獎者慶祝
酒會。

前警務處長李明逵
接受馬會《駿步人生》專訪香港賽馬會支持出

版的《駿步人生》，

旨在透過報道社會上

的善行美事，並介紹

有助解決問題的方法

和渠道，為香港社會

注入正能量。最新一

期在6月26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