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點 展 品

創科繼往開來 盡展古今成就
工：VR大橋360度任睇 農：古代爆谷機再現 醫：太空人電極背心展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掀起香港創科

熱的創科博覽又將開鑼。是次博覽會將於本月

23日至下月2日於灣仔會展舉行，並以中國古

代科研成就和最新科研成就同場展示，包括最

新型無人機與人臉識別技術；經過高真空、高

電離、微重力狀態下培育出來的「太空種

子」；分子影像腫瘤智能診斷技術、中醫健康

管理太空艙，及專為太空人設計的「生理電極

背心」等，還會展示香港榮獲國際與本地殊榮

的創新發明及科研成果。主辦方團結香港基金

預計，今年入場人次將突破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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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創科博覽部分重點展品
「「工工」」展區

■古代偉大工程：長城、飛英塔、大雁塔等

■現代偉大工程：港珠澳大橋、杭瑞高速北盤江大
橋、南高大勝關長江大橋等

■未來智能城市：內地未來智慧城市規劃、智能物
流、先進無人機和人臉識別技術等

「「農農」」展區

■古代農業文明：各類古代農業文明與各類工具，如
木犁、耙、水車、紡織機等

■現代科技耕種：農業無人機栽種、智能植物工廠、
太空植物栽種等

「「醫醫」」展區

■古代醫學成就：醫學經典《針灸大成》《本草綱
目》等，及名醫介紹如張仲景、李時珍等

■現代醫療成就：慧眼──分子影像腫瘤智能診斷技
術、腦認知功能定量測試工具集等

「「香港之光香港之光」」展區

■香港浸會大學研發的幹細胞納米培養器材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研發的掌紋/掌脈混合生物信息
認證系統

■香港城市大學利用生物科技把紡織廢料再生研究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館

■重點介紹國家四十年來各項科技飛躍成就

■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為內地引進大量資金、技
術、管理經驗與人才的歷史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公佈創科博覽2018詳情。一如前
兩屆，本次博覽會獲得國家科技部、內地各省市

科研部門和香港科學界鼎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中聯
辦的積極協助，教育界和工商界等多個專業界別，以及
來自內地多個省市科研部門的熱心參與。
今年創科博覽的主題定為「驅動創新，繼往開來」，

將分為「工」、「農」、「醫」三大展區，穿梭中華古
今科技文明，透過160多項展品，以及過百場講座及短
片，彰顯國家在科技方面的飛躍與驕人成就，同時展示
本港的最新科研成果。

了解智能農耕 睹「太空種子」
「工」、「農」、「醫」三大展區將展示近65項古
代展品和超過100項現代展品。在「工」展區，參觀者
除了能看到長城、山海關、北盤江大橋等古今偉大工程
的高仿真模型和詳細介紹外，還有機會透過360度虛擬
實境（VR）影片，率先體驗港珠澳大橋的恢宏和壯
觀；最新型無人機與人臉識別技術等各類高科技展品，
令參觀者恍若置身未來城市大街，感受明日智能生活新
模式。
在「農」展區，除了展示龍骨水車、水掣以及古代紡

織工具之外，還有古代製造米花的「爆谷機」，展示中
國古代的農耕智慧。參觀者還有機會一睹經過高真空、
高電離、微重力狀態下培育出來的「太空種子」，並透
過工業化水產養殖技術、垂直智慧植物工廠等展覽，了
解未來智能農耕的方法。
在「醫」展區，參觀者可以看到《黃帝內經》、《千

金寶要》、鐵研船、銅藥爐等醫學經典以及古代製藥工
具，同時能看到今天最尖端的分子影像腫瘤智能診斷技
術、中醫健康管理太空艙，以及專為太空人設計的「生
理電極背心」等先進儀器，共同見證醫學發展由「望聞
問切」過渡至智能檢測新紀元。

「香港之光」展本地科研成果
「香港之光展區」展示本港榮獲國際與本地殊榮的創

新發明及科研成果，展品來自科研應用團隊、創科公
司、大專學生，以及中學生等，包括《手提式電動車充
電系統》、《室內種植系統》、《機械伴奏義肢iFinger
及聲控作曲家Composer》等，各高校檔位則展出最新
創科教育及科研情況，展現香港最高科研水平。
第一屆創科博覽吸引7萬人次參觀，第二屆吸引11.4萬

人次，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相信今年入場人次將
再創新高：「本次博覽會得到兩地政府、中聯辦、教育
界、工商界和800所中小學支持，可說是全民參與的盛
會。知識改變命運，創新改變未來。希望博覽會引起更多
青少年對創科的興趣，投身創科大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在
昨日創科博覽新聞發佈會上，本
港創科界代表學者均認為，香港
有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亦令香港科研與內
地高端工業得以緊密配合，香港
創科大有可為。
港科院創院院長、創科博覽

2018顧問組召集人徐立之，香港
工程科學院院長、香港理工大學
校長唐偉章，香港數碼港管理有
限公司主席林家禮，香港科技園
行政總裁黃克強等出席了昨日創
科博覽的發佈會，並強調了創科
的重要。

徐立之籲推青年創科興趣
徐立之表示，在中央和特區政

府大力支持下，香港創科踏入黃
金期，創科界多了很多機遇，與

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香
港科研很出色，有約50名中外科
學院院士，有一批傑出的科學
家，但青少年有志科學的人不
多，中學升大學選讀數理工程的
不多，他很憂慮會出現科研人才
斷層。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推動青

少年對創科的興趣，推廣跨學科教
育。同時，香港創科最大問題是缺
乏向產品轉化的中游，和商品化的
下游，科學界欠缺與工商界的合
作，特區政府應利用大灣區機遇，
對創科上、中、下游增加投入，並
推動香港科研上游與內地高端工業
的中下游緊密結合，完善、壯大香
港創科生態鏈。

唐偉章倡與灣區工業互補
唐偉章說，香港創科進入有

史以來最好的時間，理工大學
就擁有200多家初創企業。香港
高校的水準很高，科研人員取
得海內外很多獎項，若能與大
灣區高端工業優勢互補，香港
創科發展將令大灣區、乃至全
國得益。
林家禮說，香港已成創科福

地，有最好的大學，有很適合
創科發展的制度和管理，有國
家的支持和內地龐大市場，面
對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香港創
科人才將來一定「英雄有用武
之地」。
黃克強說，未來數年香港將湧

現許多令人興奮的高科技產品，
但也要注意那些未能成功商品化
而失敗的創科企業，如何令他們
在創科之路能繼續走下去，需要
各界的支持。

一流學府+灣區 港創科大有可為 是次博覽會將舉辦名人論壇、創
客示範、科學表演、科普講座、VR
體驗區等，並同場設立「改革開放

四十周年展館」，重點介紹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科技成
就，並展示40年來香港為內地引進大量資金、技術、管
理經驗與人才的經歷，肯定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4場「名人論壇」請來重量級內地與本港創科名人主

講，包括高鐵唯一女總工程師梁建英主講《內地高鐵領
跑世界》，國家自動駕駛技術專家陶吉主講《無人車駛
向新時代》，及本港知名專家和著名工程學專家主講香
港最新醫療科學和工程科學的發展。
此外，23場科普講座由本港12間大專院校學者及創

科業專家講授。31場創客示範即場解說作品的科學原理
與技術，及最新創科潮流。
58場科學表演由來自內地及本港的科學演示隊伍，

透過趣味科學實驗，深入淺出講解科學原理。VR體驗
區寓教育與娛樂於一身，3D展現地震、火災、風災情
境下，如何應急求生。
博覽會還於9月25日中秋節翌日舉辦「中秋健康

日」，講述健康之道和親子相處講座。並於9月29日至
10月1日舉辦多場親子創科工作坊，啟發兒童對創科的
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邀高鐵女工程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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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代表借開學禮致詞
機會，散播宣揚「港獨」或「自決」的言論。昨
日特首林鄭月娥對此予以譴責。「港獨」歪風在
大學校園再度沉渣泛起，顯示校園反「港獨」極
具迫切性。政府、校方必須理直氣壯、旗幟鮮明
地遏止「港獨」歪風在校園蔓延，在捍衛國家安
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含糊其詞，對校園播
「獨」形成震懾作用，幫助廣大青年學子明辨是
非。對於一小撮宣「獨」學生騎劫學生會，破壞
校園和諧、敗壞大學生形象，校方必須檢討、關
注學生會的管理，依法依規處罰，不能放任自
流，防止大學校園被少數人把持的學生會淪為
「港獨溫床」。

新學年開始，繼教大、中大的學生會會長在開
學禮致辭時，故意提及甚至宣揚「港獨」理念、
惡意攻擊國家之後，昨日浸大學生會的成員在開
學禮致辭時亦上演鼓吹「港獨」鬧劇，刻意詆譭
國家，煽動以「香港人」身份爭取「人格」和
「自由」。回想去年，中大有人趁開學日「突
襲」，在校園多處地方懸掛多幅「香港獨立」標
語，引發其他大學的民主牆出現「聲援」中大的
聲音及貼出「港獨」標語。大學是培養社會未來
棟樑的學府，「港獨」歪風未因社會強烈反對而
在大學校園收斂，不能不令人擔憂。

面對現實的情況，誰還能說「港獨」不成氣
候？不必對學生「討論」「港獨」大驚小怪？如
果還這麼認為，不是低估誤判，就是姑息縱容，
明顯忽視校園受「港獨」思潮影響的嚴重性。大
學的開學禮被少數執迷「港獨」的學生會代表騎
劫，把開學禮當作販賣「港獨」的平台，此股歪
風若不能及早煞止，勢必令更多學生誤信「港
獨」謬論，走上認同支持「港獨」的邪路，給
「一國兩制」持續成功落實、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埋下重大隱患，這絕非香港之幸，是中央、特區
政府和廣大港人都不希望見到的。

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再強調，對「港獨」零空間
零容忍。大學校園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成為肆無
忌憚宣揚「港獨」的庇護所。鼓吹「港獨」不屬
於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不是「無必要、不應
該」的問題，教育當局的官員、大學管理當局必
須負起憲制責任，開宗明義、一針見血指出，
「港獨」違憲違法，大學沒有討論「港獨」的
空間。政府官員、大學校方要敢於表明防止
「港獨」肆虐校園，不是「干預院校自主」的
校政問題，而是關乎「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
穩定的原則問題，明確劃出校園反「港獨」的
紅線。

政府官員、大學校方對待宣揚「港獨」問題，
實在應該不迴避問題、不模棱兩可、不畏手畏
腳，不怕被指責「破壞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反「港獨」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同時，應該作
出明確指引，在校紀校規明文規定不能宣揚「港
獨」，對校園宣揚「港獨」行為嚴肅處理，才能
對校園「宣獨」的言行產生足夠阻嚇力，壓制
「港獨」的囂張氣焰，遏止「港獨」侵害學生。

「港獨」勢力通過個別毫無民意代表性的學生
會成員散播「港獨」言論，令外界以為香港的大
學已淪為「港獨」的庇護所、散播場。這是綁架
廣大大學生，損害香港大學生的形象，嚴重干擾
大學的正常秩序。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組織和
個人都必須依法辦事，大學學生會及其代表也不
例外，沒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港獨」違反
基本法和本港法律，大學學生會的代表鼓吹「港
獨」，抵觸法律，政府和大學當局須依法處理，
讓年輕一代清楚知道，鼓吹、煽動「港獨」有法
律後果，懂得懸崖勒馬。

理直氣壯遏止宣揚「港獨」歪風滲透大學
近50年來罕見，竟然有紗廠回歸香港！香港

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與龍達紡織公司合作，日前
在本港開設首間自動化環保紗廠。香港工業北移
之後，有傳統紗廠與創新科技成功融合，逆勢在
港設廠，對本港再工業化是一大鼓舞，更傳遞深
刻啟示：如果可以積極推動傳統工業與新科技的
結合，讓傳統製造業向高增值方向發展，同時充
分利用香港傳統優勢，就可以化解本港成本高、
人手不足的不利因素，重獲發展空間。面對一個
成功的個案，政府有必要認真探討如何在政策上
給予適當的便利和扶持，做好本港再工業化的推
動者。

上世紀70年代以前，作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的香港，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為主。但
自1980年代起，大部分本港製造業廠商為降低
成本紛紛北上，令香港大幅「去工業化」，近年
本港產業結構單一的弊端日趨明顯，不利長遠創
造職位、提升整體競爭力，要求「再工業化」的
呼聲再起。但本港土地、人工成本昂貴，人口老
化，勞動力不足，無疑成為再工業化的客觀障
礙。

此次環保紗廠成功回流，主要是運用融合環
保、自動化等的高新技術，可以將舊衣重製成新
紡紗，實現衣服的循環再造，有關技術早前奪得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其對本港帶出的啟
示是，傳統工業通過與創新科技結合，實現無人
化的自動化生產，同時讓產品具有高增值的特
點，就可克服本港生產要素貴、人手不足的問
題，為本港再工業化帶來新突破。

事實上，本港在再工業化方面有着不少優勢和
機遇。本港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毗鄰龐大的
內地市場，亦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橋樑；擁
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國際

金融、貿易中心；本港有雄厚的創科基礎和豐碩
的科研成果，良好的基建、通訊網絡和強大的服
務業，正正可為生產商提供綜合支援。凡此種
種，加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及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香港再工業化的條件
是樂觀的。

本港業界對工業高科技化態度積極。工業總會
去年底發佈的調查顯示，近8成港企預計會在未
來3年增加研發開支，表示將縮減開支的企業是
零，反映愈來愈多港商認識到研發採用新技術的
重要性，走高科技、高增值是本港再工業化必由
之路。

在本港再工業化的進程中，政府推動更不可或
缺。政府2015年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目標之一
就是推動再工業化，協助企業升級轉型為高增值
產業，改變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近年政府提出
不少相應的政策措施，包括斥資數十億元於將軍
澳工業邨發展先進製造業中心、設立20億元的
「院校中游研發基金」、由生產力促進局成立產
業支援中心等等。這些措施都屬於「敲邊鼓」，
還沒有做「主推手」。業界普遍希望政府循基礎
設施、資金、技術和人才四大方面創造有利條
件，直接在土地、資金及稅務方面推行優惠措
施，吸引高科技工業在本港落戶。與此同時，政
府部門還應主動梳理具備科技升級潛力的傳統工
業，制定相應扶持措施，幫助製造業港商回流設
廠。

環保紗廠回流是本港再工業化的好開始，說明
發展智能生產、無需太多用地的高增值製造業，
是本港再工業化的可行之道。這不僅適用於新興
工業，也適用於傳統工業的升級轉型，提升品質
和生產效率。期待政府與業界攜手合作，讓更多
高科技工業項目在本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技術創新加政策推動 港再工業化大有可為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