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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王志剛：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統籌三地力量
：
振興灣區創科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
「加快建設創
新型國家」答問時表示，要把香港、澳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與內地科技力
量一起，建設好大灣區。
新華社

技部部長王志剛昨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
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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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
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共同建設
大灣區。
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澳居民居住證等
便利港澳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
政策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等高效便捷
流通。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
地與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國家創新體
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
推動港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圳—香港—
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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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昨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提問的「科技創新如
何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建
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色？」時，王志剛
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好大灣區。」他還
表示，最近和澳門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的機制建立起來。
同時就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揮「1+1 大於 2」
的作用。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按照規劃，中
國將在 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
王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義是要在科技
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
的表現。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有短
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態。
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型國家的定義。從
定量來講，去年中國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
科技創新排在第 17 位，到 2020 年原定目標大概在 15 位
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
到了 58.5%。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利
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表現。

做好資源配置 扶持科研創新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是
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
地依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科技創新能
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
用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水平
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
新人才等等。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律、政策、環境以
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
生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中間的所需。

3月12日兩會看點

出台科研倫理法規
引導約束科研活動
科技本身就是雙刃劍，人工智能、基因
編輯，帶來的是人們在工具、能力方面的進步
與延伸。但同時，生物識別會不會造成隱私問題？
基因編輯也是，它有利於我們了解疾病產生的原因以
及抑制方法，但實際上我們對基因編輯還知之甚少。
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轉化都要求科學家對社會和
自己有強烈的責任感和約束， 今後將繼續出台涉
及科研活動倫理、學風作風等相關文件或法
規，讓科學界多一些理性的人、知道敬畏
的人、規規矩矩的人，少一些為了名
利甚至個人感覺，而無顧法律法
規的人。

人 大
上午 9 時 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
會議
■ 香港科學園旗下生
物醫藥科技公司作基
因檢測。
因檢測
。 資料圖片

科研經費
「包乾制」
不是錢撒開用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進一步提高
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佔比，開展項目
經費使用「包乾制」改革試點，不設科目比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整理
例限制，由科研團隊自主決定使用。改革的重點
就是怎麼樣以激勵、信任為出發點改進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
看到包乾制，可能第一個想到的是一種責
會報道）「現在講到進入創新型國
任，信任越大，實際上責任越大，授權
家，我們還是有短板的。」王志剛坦
越多，壓力越大。所以，不是有錢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特別是「0到1」
就撒開了用，自己要掂量一
的顛覆性技術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法
下，自己能不能被信任？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有不足。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斷深化。2018 年，
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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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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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建設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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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重點專項作為試點開
放。科技部今年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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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剛在記者會後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位已着手申請重點
專項。

一線速遞 熱點回應

坦承基礎研究成短板

關於中國基礎研究投入和原創能力不足，投入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右的問題，王志剛回應表
示，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基礎研究投入主要來
自政府，建議地方財政和企業加大投入。
「對中國科技界來說，基礎研究的能力和產出
是我們的一個短板。」王志剛說，目標導向和問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把基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
在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局中要着重發力，這是整
個科技界的呼聲，也是國家戰略在科技方面的重
點，是我們必須做好的。「基礎研究往往不是研
究的終點，論文本身也不是這個成果的句號。」
談到「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
左右」，王志剛分析稱，我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
究投入做對比，美國在 15%左右、中國在 5%左

右。「我們要承認，確實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投
入很大，並且產出也是世界第一。就基礎研究經
費投入來說，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
業、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5%基本上是中央財
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投得很少。」

將加大基礎學科投入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好的勢頭，在中
央財政持續加大投入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
技術企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點了，包
括對數學以及其他基礎學科的投入。他也強調，各
國統計口徑還是有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
反映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基礎研究是堅
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1、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
2、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張軍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
報告
下午 3 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
外商投資法草案修改稿、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
院工作報告
政 協
上午 9 時 列席十三屆全國人大
二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
下午 3 時 小組會議審議各項決
議和報告草案，討論「兩高」工
作報告
下午4時30分 主席會議
1、聽取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情況的綜合匯報
2、審議提交政協第十三屆全國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
議的有關文件
下午 5 時 30 分 政協第十三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1、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
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2、審議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
員會提案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三屆二
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草案）
3、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
記者會

■ 港大合成化學實驗室成為
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重點實驗室
。 資料圖片

下午 3 時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
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等就
「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相
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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