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就港澳高校科研
人員將可以項目負責人身
份申報國家重點研發計
劃，有香港學者對此表
示歡迎，認為內地科研
項目規模較大，資助額
數以千萬元計，將有助
本港科學家研究更加
深 入 。 惟 他 亦 提
到，期望大學及

內 地 單
位
能
在

相關

申請程序方面提供更多支援，消除障
礙。

有助申請重點實驗室
對於港澳高校科研人員將可以項目負

責人身份申報國家重點研究項目，香港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表示，
「這當然是好事，因本港坐擁不少具國
際實力的優秀人才，但研究所需的數據
跟環境資源並不充裕」，內地資源有助
擴大本港科研發展。
據了解，一般內地大科研項目申請需

時一年，為期普遍三至五年不等。黃錦
輝指，若獲選項目在資助期內有傑出表
現，下一步更有機會進一步申請成為國
家重點實驗室，他認為香港各大學均會

鼓勵參與，尋求更大發揮。

料注重能源材料醫療
被問到哪些科研範疇或會較易獲得資

助，黃錦輝表示，以現時「十三五」規
劃中的科技策略而言，新能源、新材
料、人工智能、醫療等等都是大方向，
機會較大。
不過他亦指出，香港學者普遍以英文
作主要書寫語言，一時間未必即時習慣
以中文撰寫項目申請書等資料，書寫格
式及相關申請程序等都要重新學習。黃
錦輝並提到，中科院已落實在港設立院
屬研究機構，未來他們將以香港機構身
份申請項目，期望可引導香港學者從中
取經，加深了解內地項目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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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向港澳開放
14間大學獲批牽頭申報 港澳台學者可任負責人

三個重點專項
1.「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重點專項，將圍繞信息、能源、地學、製造、
材料、生命科學及交叉等6個領域方向部署項目，優先支持37個研究方
向。2018年度擬部署項目的國撥經費總概算為9.7億元（人民幣，下
同）。

2.「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節」重點專項，將圍繞器官發育與穩態編
程及其代謝調節、營養與環境對器官發育和穩態的調節機
制、代謝和發育紊亂相關疾病的發生發展機制、發育與代
謝研究技術創新和資源庫等4個重點任務部署項目，擬優
先支持15個研究方向。國撥經費總概算約4.90億元。

3.「合成生物學」重點專項，將圍繞基因組人工合成與
高版本底盤細胞、人工元器件與基因線路、人工
細胞合成代謝與複雜生物系統、使能技術體系
與生物安全評估等4個任務部署項目。中央
財政和深圳市聯合出資，共同組織實施
「合成生物學重點專項」。2018 年度專
項擬部署項目的國撥經費總概算為
8.37億元。

1. 香港大學

2. 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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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澳門科技大學

13. 澳門城市大學

14. 澳門理工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科技部日前發佈通知，明確將國家重點研

發計劃中的「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等3個重點專項作為試點對港澳特區開放，鼓

勵港澳高校聯合內地單位共同申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14所經內地與香

港、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協商確定的港澳高校，可牽頭或參與申報項目，同時香

港、澳門、台灣的科學家可作為重點專項的項目（課題）負責人。

近期，港澳與內地科技合作不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在出台關於中央財政科技計劃

（專項、基金等）支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
規定，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
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科技部日前發
佈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
題」等重點專項2018年度項目申報指南的通知，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

聚焦科學熱點 發揮香港優勢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此次向港澳開放的專
項，包括「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發育
編程及其代謝調節」、「合成生物學」這三個重
點專項。上述三個專項，不僅是業界密切關注的
科學研究領域，也是香港較有優勢的科研領域。
科技部在通知中明確，對上述重點專項的牽頭

申報單位和參與單位，應為中國大陸境內註冊的
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和企業等，或由內地與香
港、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商確定的14所
港澳高校。項目負責人，須具有高級職稱或博士
學位，1958年1月1日以後出生，每年用於項目的
工作時間不得少於6個月。港澳申報人員，應愛國
愛港、愛國愛澳。
此外，科技部還規定，項目負責人原則上應為

該項目主體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實際主持研究的
科技人員。中央、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及港澳特區

的公務人員（包括行使科技計劃管理職能
的其他人員）不得申報項目。

外籍亦可參與 將建長效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部進一步放

寬對香港科研人員參與國家重點
研發計劃的規定，明確受聘於
內地單位或有關港澳高校的
外籍科學家及港、澳、台
地區科學家可作為重點
專項的項目負責人。其
中，全職受聘人員須提供
全職聘用的有效材料，非
全職受聘人員須由雙方單位
同時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
科技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科技

部在2018年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
劃對港澳開放，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
境港澳，完成港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
名，在澳門新建2家國家重點實驗室，
在香港建設智能視覺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
創新平台。2019年，科技部將推進建立科研
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執行內地與香港聯
合資助計劃，完善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
實施2019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新
合作重點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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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學者：內地資源多 彌補港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科技部在答覆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第3460號關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
協同發展的建議時表示，政策創新、制度
創新是大灣區建設的關鍵和基礎。2018
年初出台規定鼓勵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
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是推動香港特區與
內地深化科技合作、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重要舉措。
科技部、財政部在2018年初聯合發佈

《關於鼓勵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
技計劃組織實施的若干規定（試行）》
（簡稱《規定》）。《規定》中提出了支
持香港科研人員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的
多種方式。
一是香港科學家將有機會更多地參與到
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的頂層設計過程，相關
科技計劃將在戰略諮詢、實施方案及指
南編制等環節邀請相關領域的香港科學
家參與研究制定工作，將香港特區發
展的科技需求融入國家科技計劃體
系的規劃中。

二是香港特區的高校和科研
機構將可作為獨立法人進行申
報，香港機構既可自行組織項目
牽頭申報，也可加入內地單位組織
的項目參與申報，相比改革前的參與
方式大大增加了自由度和靈活性。同時
香港特區機構申請的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
目、課題經費可入港使用。
三是為進一步加強國家科技專家庫建

設，吸納更多香港科學家入選國家科技專
家庫，科技部與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正
在進行密切磋商，以盡快啟動專家入庫
工作，更有效地發揮香港專家在科技
計劃項目評審、戰略規劃制定、產
學研交流合作及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中的決策諮詢作用。
四是中央財政科技計劃與香

港特區的科技計劃可通過聯
合資助項目等方式，支持
內地與香港機構加強科技
合作與交流，拓寬了中
央財政經費支持香港
特區機構的途徑。

科技部：
四措施促港澳融大局

嫦娥四號探測器實
現人類首次月背軟着
陸後，其搭載的生物
科普試驗載荷中的棉
花種子，已經長出了

嫩芽。這也標誌着嫦娥四號完成了人類在
月面進行的首次生物實驗。

「微系統」含6種生物
這項由重慶大學牽頭的嫦娥四號生物科普試驗

載荷內搭載了棉花、油菜、土豆、擬南芥、酵母和
果蠅六種生物，以及18毫升水，一定數量的土壤、
空氣、兩個記錄生物生長狀態的相機等，是一個「月
表面微型生態系統」。生物科普試驗載荷傳回的照片
顯示，棉花成功發芽。截至試驗結束前，未從傳回數
據中觀測到其它生物生長狀況。

重慶大學副校長、科普載荷項目總指揮劉漢龍，
教育部深空探測聯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生物科普
試驗載荷總設計師、重慶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

院長謝更新教授，昨日詳細介紹
了此次實驗過程。

其中，植物生
產氧氣和食

物，供所
有 生 物
「 消
費 」 ；
作 為 消

費者的果
蠅和分解者的

酵母，通過消耗氧氣產生二氧化碳，供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酵母則可以分解植物和果蠅廢棄物而生長，也可以作為果蠅
的食物由此形成一個簡單的微型生態系統。

有助研究月球基地
「傳回的照片顯示，載荷內的種子發芽，實現了

人類首次在荒蕪的月球表面培養植物並生長出第
一片綠葉，這將為人類今後建立月球基地提供研
究基礎和經驗。」劉漢龍說，載荷在月面注水
進行發芽和生長實驗以後，經過9天時間進
入月夜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開花的棉花種子

是低酚棉，俗稱「無毒棉」，並非最
適宜在地球上生長的棉花，卻能很好
地適應太空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棉花種月球首「發芽」
 &

■■科技部明確將國家科技部明確將國家
重點研發計劃中重點研發計劃中33個重個重

點專項作為試點對港澳特點專項作為試點對港澳特
區開放區開放，，鼓勵港澳高校聯合鼓勵港澳高校聯合

內地單位共同申報內地單位共同申報。。圖為港圖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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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普試驗載荷傳回生物科普試驗載荷傳回
的照片顯示的照片顯示，，棉花的種子棉花的種子
有發芽的跡象有發芽的跡象。。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
授黃錦輝授黃錦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