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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資源共享平台 促研發科技產品 推進智慧城市發展

中國移動OneNET物聯網創科比賽大灣區賽事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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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Hill Ltd 科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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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5G產業聯盟昨天在香港
科學園正式成立。 中新社

◀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全
國委員會副主
席梁振英昨出
席成立典禮並
致辭。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中
央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不少分析擔憂香港角色將被弱化。中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
所所長劉國宏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弱化香港的只有香港自己，其實深港高度
融合、唇齒相依的發展態勢超乎想像。他認
為，在深港交易所合作、跨境金融以及助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三方面，兩地都能實現共
贏。
劉國宏指出，明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

周年，中央政府必然會對深圳未來的發展做相
應的新謀劃和佈局，只不過這個時間段恰逢香
港「修例風波」的爆發而已。他稱，弱化香港
的只有香港自己，中國有句老話說「三十年河
東，三十年河西」，為什麼三十年後河西會比
河東好呢？主要是因為河東產生了自滿的情緒
和懈怠的事實，而河西還保持了飢餓感，和被
那些自認為聰明的聰明人認為「愚蠢」的愚蠢
感。

深港未來一定要聯手
「香港社會不做系統性的認識和反思，可能

就要長期走下坡路了，這絕不是中央政府發展
不發展深圳和給予深圳什麼樣的角色問題。」
劉國宏認為，深港未來一定是要聯手發展的，
而且是可以探索「一國兩制」更高文明成果
的。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從資本市場看，當前深交所尚未實行註冊

制，而港交所上市主體仍主要為內地企業。劉
國宏指出，按照《意見》，未來深交所將繼續
完善創業板制度，探索註冊制，提升對創新創
業、實體經濟支撐能力。這種情況下，港交所
需要把格局從內地市場拓展至全球，尤其對
「一帶一路」範圍內企業和項目的支持，這是
深交所、上交所短期內所做不到的。同時深交
所和港交所之間的適度競爭和合作，也給了內
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和實體經濟發
展多樣化的上市選擇。
從跨境金融看，深港之間事實上已存在眾多

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地上和地下的跨境資金流
通的龐大現實需求，《意見》提出金融（基
金）產品互認，事實上是開了一個口子，對這
種需求的重新審視和滿足。此外，人民幣國際
化一個較為穩健的路徑就是，首先啟動離岸金
融中心建設，然後待內地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
成熟後，再開啟人民幣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全
面對接。

合建人幣金融國際樞紐
劉國宏認為，在這樣的路徑下，就需要香港

人民幣離岸中心，高度重視對「一帶一路」企
業和項目金融支持，形成離岸市場人民幣自循
環體系，而不是總想着在離在岸市場上套利。
而深圳需要加強與香港離在岸、本外幣、內外
資的通道或平台對接，在現有深港通、跨境貸
等基礎上，探索「單一通行證」和「外匯平準
機制」等，構建人民幣國際化中香港輻射國際
的扇面和深圳輻射國內的扇面有機結合，使深
港聯合成為一個人民幣金融的國際樞紐。
從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看，深港是大灣

區建設和發展最強勁的驅動力，香港雖為排
名第三的國際金融中心，但其主要是銀行和
保險資本，風險資本、創新資本的集聚程度
不高；深圳雖為內地首屈一指的金融創新中
心，但其金融市場、國際影響離香港仍有巨
大的差距。深港利用各自優勢、彌補各自短
板，深圳的風險資本可利用香港走向國際，
香港的國際資本可利用深圳走向灣區和內地
市場，這樣深港金融無疑將在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中釋放巨大的資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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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宏表示，深港高度融合、唇齒相依的發
展態勢超乎想像。

香港文匯報訊 中教控股（0839）前日參加了
在廣東肇慶市肇慶新區舉辦的「2019肇慶港資
項目集中簽約儀式」，並與當地政府簽約，計劃
建設一個新的大學校園，作為廣州大學松田學院
新校區。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肇慶新區將提供
1,500畝土地，用於建設預期可容納30,000名學
生的大學校園。肇慶新區政府將按照相關土地政
策給予地價優惠。

可容納3萬名學生
據介紹，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於2018年9月加

入中教控股，現位於廣州市增城區的校區2018
學年在校生人數達9,200人。加入中教控股後，

廣州大學松田學院取得了快速發展，其本科招
生計劃由2017學年的2,000人增長至2019學年
的超過4,300人，兩年增長約120%。
廣東省的高等教育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其

經濟和人口增長為優質教育帶來龐大需求。廣
東省是全國人口規模最大和增長最快的省份，
截至2018年底，廣東省常住人口達1.1億人，
佔全國人口總量的13%，人口密度為全國的
4.35倍。廣州大學松田學院具有良好的辦學基
礎，其合作舉辦者廣州大學有着90多年的辦學
歷史，是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重點建設的
綜合性大學。

迎大灣區發展機遇
廣東省肇慶市乃大灣區城市。《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將大灣區打造為「教育和人
才高地」，廣州大學松田學院新校區的選址將受
惠於大灣區政策。中教控股是在大灣區擁有高校
數量最多的上市教育集團，在大灣區擁有4所高
等教育或職業教育學校，集團相信廣州大學松田
學院擴大在大灣區的戰略佈局，將為集團帶來巨
大機遇及為未來的發展進一步注入新的動力。

中教控股肇慶新建大學校園

■■中教控股出席中教控股出席「「20192019肇慶港肇慶港
資項目集中簽約儀式資項目集中簽約儀式」。」。

「大灣區5G產業聯盟」創會會長、中
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帆風

表示，成立首個推動大灣區5G產業發展的
非牟利聯盟，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催化大灣
區內各行各業的5G發展，並藉此推動智慧
城市的進程，而聯盟主要工作有3個重
點，分別為建立資源共享平台、促進大灣
區科技及產品研發，以及促進大灣區智慧
城市群發展，目前聯盟已有逾100間企業
成為創會會員。

催化灣區行業5G發展
李帆風指出，成立「大灣區5G產業聯

盟」後，希望可以盡快展開第一次會員大
會，並期望日後每季開一次會議。目前，
聯盟已定下3個工作重點，第一為建立資
源共享平台，透過定期舉辦論壇、研討會

和展覽，為5G業界建立一個有效通信平
台，為聯盟成員提供最新行業資訊、發展
方向、政策指導等，以促進成員間合作，
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第二，推動大灣
區技術及產品研發，聯盟將整合各個成員
的技術優勢、知識和人脈，促進5G及相關
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並在產品、技術、解
決方案等方面，發掘更多發展機會，加快
大灣區的5G發展；第三，促進大灣區智慧
城市群發展，聯盟將加強與相關組織及科
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同時積極配合政府的
5G政策，在應用及標準層面，透過互聯
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和雲端運
算等技術，協助建立大灣區智慧城市群。

梁振英：期待5G廣泛應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

席梁振英昨出席成立典禮致辭時表示，
「大灣區5G產業聯盟」的成立，是跨越地
域和跨產業的合作，5G廣大的應用範疇令
人期待，期望通過聯盟將日後工作做好，
大灣區除了在地域上互聯互通之外，能夠
做到通訊互聯互通也很重要。

創科比賽培育相關精英
談及5G產業發展，李帆風表示「大灣區

5G產業聯盟」目前有逾100間企業成為創會
會員，日後會招攬個人會員，冀為年輕人提供
在大灣區交流及就業等的機會，而且在5G產
業高速發展之下，帶動了人工智能（AI）、物
聯網（IoT）、大數據及雲計算等行業在人才
上的需求。此外，李帆風指出，雖然香港及澳
門均未發放5G牌照，但內地已經發放，該聯
盟未來會組織交流團到內地作技術等交流。

昨日除了為大灣區5G產業聯盟成立典禮
之外，同為中國移動OneNET物聯網創科
比賽大灣區賽事四強頒授儀式，今次比賽
目的是希望可以培育更多創科精英，創造
出適合大灣區的應用及產品，比賽以「5G
大灣區智慧生活」為比賽主題，集中於六
大生活元素：「衣、食、住、行、育、
樂」，鼓勵參賽者創作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的產品，把科技融入生活。昨日就公佈了
比 賽 的 四 強 名 單 ， 分 別 為 RaSpect
Intelligence Inspection Limited、Tech Hill
Ltd 科 技 山 、 BNET-TECH Company
Limited和ENEURON能效通。選出的四
強將於8月中到重慶參加準決賽，與其他
內地的物聯網高手一決高下，最終在總決
賽中勝出的隊伍，可獲得獎金以及與中國
移動建立更深入合作的機會。

全球的5G商用陸續推

出，當中的商機有待發

掘。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5G產業的發展，中國移

動香港、中國移動廣東、

澳門電訊及廣東省通信行業協會共同

成立「大灣區5G產業聯盟」，該聯盟

昨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行成立典禮。聯

盟目前有逾100間企業成為創會會員，

日後將招攬個人會員，冀為年輕人提

供在大灣區相關的交流及就業等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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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岑健樂）中央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將有利於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昨日兩
家內房公司回應時，都認為相關舉措有利深圳
樓市的發展，也可為公司帶來更多商機。
佳兆業美好（2168）執行董事郭麗昨表示，

深圳建「先行示範區」肯定會對公司有好處，因
「先行示範區」將會推動整個房地產的發展，本
身就會利好公司的發展，加上公司在大灣區的土
儲量達到3,000萬平方米，所有開發的項目，包
括住宅及非住宅的都比較有市場份額，未來亦會
進一步加強在區內的拓展，除了由母公司提供的
項目，未來亦會積極拓展第三方市場的比例。
佳兆業美好主席廖傳強亦指，公司大部分資源，

品牌知名度都是在大灣區內，相信將會受惠計劃，
消息公佈後，母公司及其的股價皆有不錯升幅。

佳兆業美好股價昨報14.68元，升4.56%，自
示範區消息公佈以來，3 個交易日累升
11.72%；佳兆業（1638）昨收報2.91元，升
0.69%，3個交易日累升13.23%。

萬科：密切關注相關政策
萬科企業（2202）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祝九勝
昨在另一場合亦指出，公司的總部正位於深
圳，深圳成為「先行示範區」，不但利好公
司，亦為當地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公司將會密
切關注國家於深圳所推動的政策，包括於當地
建設「先行示範區」。此外，他認為在中央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情況下，深圳會有更多
發展機會，並於大灣區內變得越來越重要。
萬科企業昨收報28.25元，升1.44%，3個交
易日累升3.67%。

佳兆業美好：示範區助推房地產發展

◀嘉賓在成立
大會前體驗
5G 技術加持
的體感抓娃娃
機。 中新社

▲圖為中國移動OneNET物聯網創科比
賽大灣區賽事四強頒獎儀式。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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