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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在電競節場內設VR體驗活動，包括「非常
『離地』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電腦通訊節的「創科體驗專區」請來深圳市前海深海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珠海橫琴新區片區駐香港經貿代表處及

常平國際創新港等，講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譚吉羽冀建國際化雙創系統
東莞市常平鎮人民政府經濟科技信息局副局長譚吉羽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年東莞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2017年研發投入佔本地生產總值2.48%；有逾100萬家科技
企業，包括15.7萬家為工業企業及4,058家國家高技術企業；
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建立36家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範圍
為電子資訊、新能源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
他表示，常平國際創新港重點引入北京、上海、深圳、美

國、加拿大等地的創新孵化服務平台及創新科技服務機構，
期望建立國際化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打通美國、歐洲等地
的國際合作通道，吸引海內外創科人才進來。
譚吉羽續說，現時約有四五家香港創新企業到常平的國際
創新港發展，「近期有不少香港及深圳企業均慢慢向北移並
轉至常平發展，它們認為創新企業需要有研發及產品才能慢
慢做大做強，不能一步便開工廠大批生產」，形容常平是很
好的創新平台及基地。

蔣越：灣區各地各有特性
總部位於香港、在東莞設研發及生產基地的聯力勝科技
(UnisenGroup)總經理蔣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地方各有
特性，應以此分工，如深圳可提供技術開發及研究、東莞負
責產業化部門，香港則負責金融商貿及物流，將科技產品經
香港傳至世界各地。香港有優良港口、商貿優勢及專利認
證，對創科發展有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大灣區環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在香港註冊的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它在上海、北京、泰國及馬來西亞也有合作公司，
專門研發廚餘、生活垃圾等無害化處理設備及技術，包括在
廚餘機添加高效的複合生物降解劑，將廚餘分解。
公司代表指出，複合生物降解劑可於1小時內將40公斤至

50公斤的廚餘垃圾分解為二氧化碳及水蒸氣，形容是真正做
到廚餘的源頭處理，「香港未來將就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廚
餘機有很強的市場發展潛力。」
在創科體驗專區也有不少本地初創企業，其中42LAB負責

人吳卓光表示，他與其新加坡拍檔合作創立這個企業是期望藉
可負擔及便攜的生物科技儀器及小型實驗室，讓學生在中學到
高中期間，能對生物技術有早期甚至是更好的理解，包括
DNA的脫氧核糖核酸排序、合成生物學及細菌形質轉換等。
特區政府正積極推行創新科技及STEM，吳卓光指大部分
學校都在努力向學生介紹生物技術教育，但老師卻未必有時
間向學生教授，直言「問題並非無錢，而是配套問題」。
他續說，升學及就業階梯也要相應配合，「中小學有
STEM，但大學學位沒有相應科目，博士反而又有生物科技
及人工智能的學位，哪中間的真空點算？加上讀完博士喺香
港很難找工作」，認為要宏觀的配套去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創新科技如何在

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一年一度的香港電腦通訊

節由昨日起、一連4天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主辦

單位今年新增「創科體驗專區」，除了香港數碼

港、科技園等創科巨頭外，更請來內地各創科區代

表在場設攤位交流。有來自東莞市常平鎮的官方及

民企均指出，在創新科技層面上，深圳可提供技術

開發及研究、東莞負責產業化部門，香港則負責金

融商貿及物流，將科技產品經香港傳至世界各地，

「各地均有不同分工，做好科技創新合作及成果轉

移轉化，才能發揮區內經濟發展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香港電腦通訊節場內有不
少優惠及特色產品，向來成為
電腦用家的暑期指定活動。出
售抗震輕巧型儲存裝置及SSD
儲存裝置的電子代理商偉仕電
腦(香港)有限公司，其產品經理
李偉明表示，受電競熱潮帶
動，儲存裝置需求增加，加上
今年大會與旅發局舉辦的電競
音樂節同場舉行，料銷情按年
升近40%。
有展商表示，會推出特色的

新產品吸引到場人士消費，期
望銷情與去年相若。
首次推出來自台灣DIY版的
紙盒黑膠唱片機的盈豐拓展(亞
洲)有限公司市場部代表楊溢聰
表示，價值899元的紙盒黑膠
唱片機吸引不少人留意，但昨3
小時仍未「開齋」。
他指出，現時網上資訊流

通，市民有心購買電腦及電子
產品不一定要到展覽會場，認
為場內人流及氣氛較六七年前
差，整個營運模式有所轉變。
他續說，入場人士對特色產
品均表示有興趣，但他們傾向
慢慢格價，不會即時購買，形
容消費心態「唔再係不斷
搶」，較以往謹慎，料今年展
期銷情與去年相若。

市民排數日隊搶購999元電視
有參展商昨日於場內以優惠價999元發

售原價27,980元的55吋4K電視及13,998
元的電競電腦，吸引不少入場人士提早
數日排隊「搶購」，其中排首三位的何
先生與其兩名吳姓朋友於本周一已約定
到灣仔會展外排隊輪候。
排首位的吳先生指出，近日經常下雨，

令帳篷入水，他們感到非常狼狽，但很高
興能買到優惠產品。何先生表示，去年已
在動漫節成功「搶到」43吋高清電視，今
次打算以999元購買55吋電視，笑說會
「放入房煲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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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工銀亞
洲香港電競音樂節」昨日起一連3
天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昨日的開
幕禮請來財政司長陳茂波、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陳百里與旅發局主席林
建岳等人出席。
林建岳在開幕致辭時指出，今年

電競音樂節的規模比去年大，雲集逾
110個來自世界各地及本地電競選
手，參與三項國際電競賽事。他指
出，場內的體驗專區會展出新款遊
戲及相關產品，希望入場市民能夠
觀看及試玩更多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於體驗專區

內發現，場內有多款新穎電競遊戲
及產品，吸引不少年輕人，當中包

括不少VR體驗。

原讓同事受訓 今與民同樂
中華電力署理住宅市場發展經理

李勝喜表示，今次在電競音樂節場內
設VR體驗活動，當中包括「非常
『離地』任務」，是模擬同事爬上飛
鵝山70米高的電塔進行檢查。他指
出，該個VR訓練本來是讓同事訓練
用，今次公開予場內人士體驗旨在宣
傳公司的安全意識。
惟他指出，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

明白到，打機並非只是求開心及娛樂
這麼簡單，如有足夠的知識及技能，
是可以將打機帶到工作，期望藉此激
發年輕人思維及讓他們思考如何將興
趣及工作結合起來。
場內也有手機電競大熱《絕地求

生》(PUBG，又名「食雞」)挑戰
賽，昨日及今日會有全港電競挑戰賽
個人賽的初賽，決賽將於明日舉行，
市民可於場內即場報名參加初賽，挑
戰自己技術及贏取獎金獎品。
昨日初賽首3小時內已有240人參

與，主辦機構認為反應不錯，期待女子
電競隊的邀請賽會吸引更多人到場。
香港電競音樂節今年將上演「英雄

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2018」、
「ZOTAC CUP MASTERS《CS：
GO》盃賽全球總決賽2018」及「香
港《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3場國際
電競比賽，其中前者總獎金高達30萬
美元(逾200萬港元)，金額突破香港電
競史紀錄。旅發局預計，電競音樂節
將吸引8萬人次入場，較去年的6萬
人次高。

中電VR訓練系統 試爬70米高查電塔

■電競音樂節有手機電競大熱《絕地求生》(PUBG，又名「食雞」)挑戰賽，在昨日及今日會有全港電競挑戰賽個人
賽的初賽，明日(8月26日)會有決賽，市民可以在會場即場報名參加初賽，挑戰自己技術及嬴取獎金獎品。昨日初
賽首3小時內已有240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有入場市民試玩機械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滬港合作會議第四次會議昨就16個範疇的合作達
成共識，包括「一帶一路」倡議、文化合作及創意
產業、教育、金融、青年發展、創新及科技等。在
國家推進高質量發展格局中，有兩個國際金融中心
很正常，滬港各自有腹地和輻射，有各自發展定位
和特點，功能上完全可互補。可以說，滬港合作不
是一個零和遊戲，滬港完全可以各擅勝場，在國家
開放改革舞台越來越大、機會越來越多的今天，滬
港合作是時候在三方面升級、升溫、共同服務國家
戰略：一是從經貿合作升級為全面合作；二是在金
融和創科等領域「併船出海」，共同服務人民幣國
際化和「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推進；三是在
國際化大都市建設、長江經濟帶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上互相學習、升級合作。

滬港合作是香港與內地合作的一個重要機制，於
2003年建立。過去40年，香港一直是上海最大的外
來投資者，香港在上海的投資佔整個上海吸引外來
投資總額的40%左右，香港亦是上海目前最大的服
務貿易夥伴。過去5年，香港到上海累計的投資項
目從22,000多個增至29,000多個，赴港上市的上海
企業由80多家增至超過110家；自2013年9月上海
自貿區掛牌以來，新落戶港資企業的數目佔外資企
業總數的45%。這些數字在在說明，滬港兩地深化
合作並不是零和遊戲。

目前滬港合作面臨長三角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強勢推進，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一帶
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推進新形勢，滬港雙城合作
已變為長三角經濟帶和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合作，

合作內容從兩地經貿交流推廣為文化創意、創科發
展、青年交流等的全面合作，合作重點深化為共同
承擔國家戰略推進重任。因此，滬港交流需要升
溫，滬港合作亟需升級。

一是全面合作。目前全面合作重點，包括文化創
意合作、創科創業合作、青年交流合作等，滬港兩
地文化藝術正構建全方位、深層次的合作夥伴關
係，兩地在科技初創企業、智慧製造、智慧城市及
軟件行業方面的合作得以加強，青年交流、深化香
港大學生暑期實習項目更成為全面合作的新亮點。

二是「併船出海」。滬港在金融合作上有滬港金
融合作工作會議，此次召開了第八次會議，雙方將
加強兩地政府部門、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
融機構的互動，優化「滬港通」、「債券通」等相
關「互聯互通」安排，支持兩地金融市場在企業上
市、產品開發、資訊互換、金融科技等方面加強合
作。目前上海在人民幣計價的黃金交易、原油期貨
交易等領域強勢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香港是全球最
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在共同助力人民幣國際
化推進方面，滬港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三是互相學習。上海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方面成
就顯著，對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作用有
重要啟示。特首林鄭表示，上海在長三角的角色，
亦可與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相互呼應、互相
配合。上海市長應勇表示，上海需向香港學習建設
金融中心、學習城市管理。此次滬港同意在城市規
劃、建設管理、環境保護、體育、旅遊和社會養老
服務等方面深化合作，可以相學相長。

滬港合作非零和遊戲 升級升溫正當其時
新界關注大聯盟本月中發起聯署及倒數，希

望在40日內爭取10萬名市民簽名支持，促請
律政司在下月24日前，起訴港大法律系副教
授戴耀廷，並促請港大暫停其所有教學職務。
行動才開始8天，聯署人數昨日已經突破10萬
人，足見嚴懲戴耀廷的民意非常清晰和強烈。
戴耀廷假學者之名，行政治煽動之實，從策動
違法「佔中」，到在多次選舉中搞「雷動」、
「風雲」等計劃企圖操弄選舉，以至今年3月
在台灣「五獨」論壇散播「港獨」言論，均涉
嫌違法。在確鑿證據和滔滔民意面前，律政司
應該從速行動提出檢控，維護本港憲政秩序和
法治權威。

戴耀廷身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卻不搞實在
的學術，而是長期以學者之名搞違法活動，更
屢次以「學術研究」為名策動亂港行動，誤導
市民，荼毒學生，禍害香港，罄竹難書，根本
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亂港政客。

戴耀廷的亂港行動最少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在在涉嫌違反本港法律。首先是拋出「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的謬論，最終成為策動大
規模的違法暴力活動——「佔中」的主要搞
手，對香港的法治和經濟、民生造成嚴重傷
害。其次是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和2016立法
會選舉中策動「雷動計劃」，企圖操控選舉，
影響和干預選民投票意願；他現在還就2019
年區議會選舉拋出所謂「風雲計劃」，儼然要
做反對派協調參選的共主，嚴重干預選舉的公

平公正。第三，戴氏在今年3月赴台灣參加
「五獨」論壇，公開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
成立獨立國家」的「港獨」言論。對於有關言
行，特區政府已公開發表聲明作出嚴厲抨擊，
特首林鄭月娥亦在公開場合譴責。但戴耀廷毫
無悔意，持續發表違憲違法言論，還狡辯是言
論自由及學術自由。

針對戴氏這三方面的涉嫌違法言行，違法
「佔中」早前已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
「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
公眾妨擾」等罪名，案件將於11月 19日開
審；「雷動」和「風雲」計劃涉嫌違反選舉條
例；至於鼓吹「港獨」的言論，涉嫌違反香港
《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10條(1)(C)有關煽
動罪的相關法例，足以被起訴煽惑罪。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決黃之鋒等人的加刑
覆核時，頒下判詞指：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
風，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
口號、鼓勵他人犯法。法官所指的「有識之
士」，戴耀廷正是其中的表表者。作為煽動「港
獨」分裂的罪魁禍首，戴耀廷不應該逃脫法律的
制裁。特區政府應該當機立斷，盡快採取行
動，對戴耀廷提出檢控，以免他再誤人子弟和
煽惑市民，也避免給予社會煽「獨」無罪的錯
覺。同時，香港大學也應該果斷行事，將戴耀
廷停職。短短不足十日就有10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起訴戴耀廷，正是顯示民意對香港司法的珍
視，亦是對司法的期待，必須得到尊重。

順應民意維護法治 戴耀廷罪責須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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