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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集團緊貼科創潮流 促進社會跨越新世代
2019年3月7日（星期四）

科創已成為全球發展的新趨勢，信和集團已先後成立 OC STEM Lab 創意工作室、
信和創意研發室 Sino Inno Lab 及支持香港 X 科技創業平台，又積極贊助大學創業比賽。
去年三月，信和集團更成立了「香港創新基金」，基金主要幫助來自基層家庭的小三
至初中學生，透過一系列富啟發性及趣味性的教育活動，如：
「Go Code 程式小先鋒」、
「瘋狂電路工作坊」、「Robot Maker」及 X Fair 等，鍛鍊年輕一代的邏輯思維和創意
解難能力，提升他們自身的創造力和競爭力，為香港培育創科人才貢獻力量。

OC STEM Lab 創意工作室 讓創科走進社區
為進一步推動創新科技走進社區，邀
請市民一起投入 STEM 世界，集團旗下
奧海城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及學界攜手合
作，破天荒在商場內引入首個設置先進
設備的 OC STEM Lab 創意工作室。工
作室內除設有最新的微軟先進電腦設
備、鐳射切割機、3D立體打印機、電腦
繡花縫紉機、VR 設備和各款編程及設
計軟件等，更「邀請」了智能機械人
「Professor Einstein 愛因斯坦教授」與
市民交流科學知識。

信和創意研發室 為科技企業建立交流平台
為支持香港創新科技業的持續發展，信
和集團還成立了「信和創意研發室」
（Sino
Inno Lab），讓本地及海外科技企業展示創
新科研新產品，測驗巿場反應，優化產品，
擴大產品應用範圍。另與本地大學、香港
研發中心、科學園及數碼港、以及香港工業
總會等攜手，促進科研界、學界和工商界交
流、合作。集團亦希望透過研發室培養同事
對創科的興趣及增加對相關產品的了解，
適當地將創新科技應用到業務發展上。

香港 X 科技創業平台
STEAM 課程 讓青少年發揮創意
信和集團自 2014 年推出 STEAM 課程「Go Code 程式小先鋒」，
之後舉辦「瘋狂電路工作坊」及「Robot Maker」，為基層家庭兒童
提供免費學習編寫手機應用程式、創作電路藝術作品及設計機械人
的機會。2018 年的課程總共提供近 2,000 個名額，並有 200 多名學員
獲頒畢業證書，部分表現優異的學員更獲頒發
「見習程式學員進階班卓越表現獎」、
「見習程式學員高階班卓越表現獎」、
「聯想智慧設計獎」及「最
受歡迎程式大獎」
。

X Fair 啟發學生創新思維
集團亦積極走進校園，致力啟發學生的創新思維，並將舉辦
X Fair 為學生提供一個向大眾展現創意的平台。X Fair 以比
賽形式讓同學運用科學及創意解決生活上各式各樣的難題，並
讓設計意念和創意化為實體，過程中同時學習如何改良和展
示他們的作品。

集團支持「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
，提供場地贊助，開設第二期X-Lab共創空間，培育有創意、
活力的本地企業家，共創更有創意的香港。透過平台，本地企業家可以將概念轉化為現實，從而
促進香港創新技術的長遠發展。

贊助大學創業比賽 培育學生企業精神
集團深信創新科技的發展促成無限商機，培養青年的企業精神，有助他們向上流動及推動社會
繁榮，更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動力。信和集團與香港科技大學展開為期五年的合作，贊助科大
的創業大賽「香港科技大學 — 信和百萬元創業大賽2018」
，參賽者可以體驗如何透過思量、調研及
策劃，將創業概念落實至可行的計劃。另外，信和集團亦支持及贊助香港大學DreamCatchers
項目，培育港大學生及校友的創新思維及企業精神，並為他們提供早期的創業支援。

科技已全面融入生活，
科創更是開啟未來的鑰匙。信和集團
希望日後提供更多不同的交流平台和實踐機會，
培養年輕一代無限的創新精神，讓他們進一步發揮創意
潛能、裝備自己，更好地掌握生活和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能
和態度，迎接因科技演進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政策措施具針對性 兼顧發展與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在 3 月 5 日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對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進行了總結與規劃。外媒紛紛刊文稱，政府
工作報告內容求真務實，民生情懷濃厚。

美聯社報道了中國政府在今年的兩會
上宣佈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具體措

施，包括減稅、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
等。
路透社稱，為了支持經濟發展，李克
強 5 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積極的
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將製造業等行
業現行 16%的稅率降至 13%，將交通運
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現行 10%的稅率降
至 9% …… 明 顯 降 低 企 業 社 保 繳 費 負
擔……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
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 16%……全年減
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 2 萬億
元。」

囊括經濟生活方方面面
另據國際在線報道，法國《歐洲時
報》6日刊發社論稱，縱觀2019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特質：一
是民生情懷濃厚，大到經濟增長預期，
小到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報告基本囊括
了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注重求真
務實，提出的減稅降費等政策和舉措，
針對性、可操作性都比較強；三是毫不
迴避問題，強調「思危方能居安」，列
出了十餘項需要面對的挑戰。這些特質
無疑與身處轉型期的中國經濟高度匹
配，對兼顧發展與穩定將起到保障作
用。

明確對民眾和企業讓利
意 大 利 《24 小 時 太 陽 報 》 的 報 道 認
為，雖然中國下調了 GDP 增長目標，但
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報道稱，正因
為此，將「中國經濟增長節奏轉變」解
讀為「衰退徵兆」是非常錯誤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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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回想一下，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間，
中國在科技投入方面的支出增長了 10
倍，所取得的成果在科技領域顯而易
見。在太空領域，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陸
的嫦娥四號探測器就是一個例證。
新加坡《聯合早報》昨日報道也稱，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列出
的目標和任務更具體，也更明確地對民
眾和企業讓利。報道指出，今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出台了大量減稅降費措施，旨
在提振市場和民間信心、促進製造業發
展的導向尤其明顯。

阿根廷大使：中國扶貧經驗拉美可推廣

外媒評報告：務實重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
「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
社會進步。」日前，阿根廷駐華大
使蓋鐵戈就中國的扶貧成就、「一
帶一路」倡議、中阿雙邊關係等話
題接受新華網專訪時這樣說。
蓋鐵戈說，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
或地區，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
如此巨大的社會進步。阿根廷作為
一個貧困率為 30%的發展中國家，
需要認真學習中國的扶貧經驗。
「中國扶貧的成功經驗甚至可以在
整個拉美推廣，這對我們來說是非
常重要且不可忽視的一課。」
蓋鐵戈又提到，毫無疑問，中國
正全面推進對外開放政策。現在中
國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各方應通過
平等對話，進行優勢互補，形成良
性競爭，同時推進合作，而非設置
壁壘或障礙。
「開放包容是中國很重要的特
色。」蓋鐵戈指出，在西方，發達
國家掌握技術卻不願轉讓，這已經
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重要矛盾之一。在這個問題上，中
國本着更加開放的態度，願意分享
技術。「我認為新技術的分享和轉
讓也是『一帶一路』倡議所倡導的
理念。」
蓋鐵戈讚賞中國的做法。「中國
現在是維護知識產權的先鋒力量。
對中國使用西方技術的指責，在我
看來是不合時宜的，中國用實際行
動很好地反駁了這類論調。新科技
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而非專屬於
某一個國家或公司，我們應該分享
成果，交流經驗，而非相反。」

台媒：政府工作報告「拚民生贏掌聲
拚民生贏掌聲」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受到台灣媒體
廣泛關注。多家報紙昨日報道聚焦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深化兩
岸融合發展、企業減稅降費等內容。
《聯合報》製作 2019 年和 2018 年政府
工作報告涉台表述對照表指出，相關表述
都涉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今年報告還新增全
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

神。
《旺報》在題為《陸堅決遏「台獨」
續推惠台政策》的報道中指出，大陸強
調要堅持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堅
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行徑。
該報還引述全國台灣研究會副秘書長
嚴峻分析稱，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政協
常委會工作報告都強調，要貫徹落實習
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
念會上提出的五項主張，表明大陸在反
「獨」促統上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今年將實施更

大規模的減稅，並確保減稅降費落實到
位。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
近2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時報》發表兩會觀察指出，政
府工作報告在減稅、降費、社保、簡政
放權等方面，都具體又打中人心，屢屢
被掌聲打斷。報告務實不務虛，「拚了
民生，得了掌聲」。
《旺報》還發表社評指出，對大陸而
言，經濟建設絕不是口號，早已內化於
政府制度的運作，制度設計和組織設置
都以經濟建設為目標，官員升遷的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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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也同樣建基於此。得益於制度設
計，大陸激發了官員和整個社會的發展
意願，達成廣泛的發展共識。要務實面
對大陸治理效能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