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產業轉捩點將至 或重構全球價值鏈條

攻堅卡脖子技術 建科技創新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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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正不
斷加速，給世界各國產業帶
來深刻影響，甚至可能改變
全球主要大國的產業發展位勢。十九屆五
中全會即將討論「十四五」規劃建議，未
來五年中國科技創新如何布局，怎樣發
力，備受各界關注。多位專家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十四五」期間中國
對「卡脖子」技術將進入全面攻堅階段，
預計將大幅提高研發創新投入，全面加強
核心技術攻關，加快研究實施關鍵零部
件、核心技術的可替代性措施，力爭在關
鍵科技自主可控方面實現歷史性突破。在
這一關鍵時期，香港應形成合力與共識，
加快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做好中國科
技創新事業的「超級聯絡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多位專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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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談及「十四
五」科技創新規劃時表示，將堅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我國重大戰略需
求，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緊跟研判
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特徵；加強基礎和前
沿研究。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的表態更
加直白，他說，「我們把『卡脖子』的清
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進行布局」，中國將
繼續研發自己的超算系統，此外還有很多
關鍵材料和關鍵核心技術如航空輪胎、軸
承鋼、光刻機等。
華略智庫研判「十四五」期間科技創
新認為，未來五年，世界新一輪科技產
業革命變化趨勢將出現重大變革，人工

智能產業（AI+）將進入臨界爆發期，給
世界各國和國內產業發展帶來極其深刻
的影響，有可能改變世界主要大國在未來
幾十年的產業發展位勢。「人工智能、生
物技術等產業將『以更快的速度、更廣的
範圍整合和重構全球價值鏈條』，有可能
會帶來國家間競爭的『贏者通吃』局
面。」華略智庫理事長姚榮偉就此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

遭美限購企業 證核心技術重要
與官方的判斷一致，多位專家都認為
「十四五」期間「卡脖子」技術能否獲得
突破，將成為中國走向科技創新強國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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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侵權重創新
鋪設科研正道
中國進入「十四五」科技創新攻堅期，除了繼續加大
對科創研究的投入，還有哪些關鍵舉措？在呂堅看來，
中國應該提高對原創性 0-1 科研工作的尊重。「到目前
為止，中國對侵犯原創性研究的懲罰力度是不夠的，這
讓很多人選擇『走捷徑』，寧可花更多的精力、金錢去
複製別人的技術，或者在別人基礎上重複發展，也不願
意冒風險」，呂堅說，科研工作沒有捷徑可走，健康的
科創體系必須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原始創新。
呂堅舉例說，航空發動機中的關鍵零部件渦輪盤，中
國此前生產的渦輪盤總是存在變形問題，這正是因為基
礎研究的材料問題不夠到位。近幾年，隨着材料基礎研
究水平的提高，國產渦輪盤的問題已逐漸解決，已能達
到國際商用產品的品質。這恰恰說明，原創的技術需要
良好的基礎研究作為後盾，才可以不斷突破。

倡改革教育 辦特色大學
「很多人都認為可以彎道超車，其實科研沒有捷徑可

「十四五」是中國邁向科技強國的
重要時期，是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
問題的關鍵時期，香港科學界期待進一
步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貢獻獨有的
力量。「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 5 個
排名世界前 100 名工學院的城市」，呂
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香港
在科研能力還有很大潛力，很多科研人
才沒發揮出充分的作用。同時，香港還
具有吸納國際人才和國際聯絡的優勢，
「超級聯絡人」可以在「十四五」期間
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港擁 5 全球頭百工學院
2018 年，習近平總書記給 24 名在港
兩院院士回信，強調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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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

清單外亦需關注 進口仍佔多數
「我們的目光不能僅僅在被『卡脖子』
的技術上。」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呂堅院
士表示，有一些技術雖然沒有被「卡脖
子」，但實際上非常薄弱，例如計算機輔
助設計與製造的軟件系統，絕大部分都是
進口的，美國沒有對這一領域「卡脖
子」，是因其沒有在該領域壟斷。這些軟
件直接關係到芯片的設計，如果停止供應
將給產業鏈帶來極大風險。「我希望國家
應該關注這個領域，考慮這些關鍵的軟件
系統問題。」呂堅說。

港續做好
「超聯人」
科研合作引
「洋才」

港5學府排名前百工程學科
排名

鍵點。姚榮偉認為，目前國內關鍵基礎材
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產
業技術基礎等對外依存度仍在 50%以上。
集成電路、儀器儀錶、自動數據處理器、
飛機和航空器、醫療器械等高技術產品，
其核心控件大多依賴國外。例如機械人高
精密減速器、高性能伺服電機和驅動器、
高性能控制器、傳感器和末端執行器等五
大關鍵零部件均來自於進口。
美國等對中國引進技術和對外投資「卡
脖子」，對先進技術進口和國企對外併購
嚴加限制，對中國利用國外技術、品牌等
優質資源促進國內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這
更加證明新時代自主創新、自力更生、獨

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此
後，有關部門出台多項舉措，兩地科創
合作提速。不過，兩地科研合作的潛力
絕不止於此。
「如果國家有意願將項目放到香
港，相信香港是能夠起到一些作用
的」。呂堅說，香港是全球唯一一個擁
有 5 個排名世界前 100 名工學院的地
區，有很多科研潛力有待挖掘。在很多
科研領域，香港政府作為地方政府是難
以支持的，比如先進材料這一比較寬泛
的領域，從政府角度來看，如果無法在
本地實現產業化，其投資力度就會降
低。但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考慮，將
香港納入「全國一盤棋」的角度，明確
誰能解決問題就能獲得項目的方針，香

港就可以利用國際人才和國際交流，成
為「超級聯絡人」，將整個技術更快更
好地組合起來。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開放」
，呂堅說，
香港作為獨特的窗口，對於引進人才和
交流技術都較內地城市更有優勢，可以
作為一個國內外新技術的融合之處。

機會予港才 對接是關鍵
呂堅認為，內地同時也應該對香港
更加開放。他表示，近年來兩地科研合
作的環境已有所改善，但香港科學家獲
得的項目總體還是較少的。目前，國家
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委等部分項目開
始向香港開放，但一些香港同事對內地
的申報流程並不了解，申請寫作方面仍
存在一些困難。
呂堅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好香
港科研人才與國家最迫切需要解決關鍵
技術的對接。中國可以學習美國科研體
制的特點，可以讓香港科學家有機會參
加，以通用技術促進國家關鍵技術發
展。他相信，如果國家可以吸引更多香
港科研人才聚焦到關鍵項目上，在 0-1
這種原始創新問題上，香港科研界將具
備一定的優勢。

▶有智庫研判認為
有智庫研判認為，
，世界
科技產業將出現重大變
革。圖為中科院科研人員
對中國時間基準系統進行
運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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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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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項招標待改 保資金用到位
■有學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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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其科研能力給予其更大的自由發揮空間。 資料圖片
照其科研能力給予其更大的自由發揮空間。
言。」呂堅說，中國只能用更扎實的努力、更快的速度
完成曾經發達國家走過的基礎研究道路，才能在後續的
科研中跑得更快，那時候才會比較容易作出0-1的突破。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句
「錢學森之問」，始終縈繞在包括呂堅在內的中國教育
者心中。「想要突破核心技術，一定要改革教育體
系」，呂堅說，目前中國部分大學辦學特色不明顯，基
本上大學的課程都按照規定大綱來做。大綱是必須的，
但應該作為教學水平的下限，明確最低的標準。而對於
擁有好苗子的一流大學，應該按照其科研能力給予其更
大的自由發揮空間，按照學校的特色辦出特色專業，才
能培養出有創造力的傑出人才。

「十四五」期間，中國科技創新事業要重點解決
「心臟病」、「神經病」、「皮膚病」，也就是產
業上的缺芯少屏、缺乏基礎數據和軟件，以及外觀
設計製造問題，姚榮偉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核心
芯片、核心軟件、核心引擎、基因技術、仿生人腦
等多個領域的關鍵零部件以及工作母機上，中國都
需要有重大的突破。
他認為，中國的核心技術要突破，除了加大資金
投入外，在體制和模式上可以學習更先進的模式。
首先，對於科研體制尤其是科研資金的立項、分
配、考核機制上要進行改革。要去除科研和產學研
內捲化的趨勢，也就是自己人、自己玩、自己評的
模式，剔除沒有戰略價值的立項，要真正把資金用
到刀口上。同時，擴大科研項目的招標範圍，對重
大基礎技術實施全國或全球招標制度，並對實際成
效進行第三方審核。建立起國家科研督察制度，對
國家和政府科研績效進行巡視督查，堅決杜絕學術
腐敗、資金濫用和科研內捲化。

設科研基金 建民營科研院
姚榮偉建議，要從多個維度建設社會尊崇科學
的氛圍，樹立起科學家英雄的正面形象。例如，
可以設立更多國家級和財團級的科研基金制度，
組建民營的科技高等研究院、行業研究會，鼓勵
思想策源和科學基本理論創新。同時，吸引青少
年將興趣轉移到科技創新和模式創新上，培養強
大的科研後備軍。大學教育制度，不應再墨守成
規，而是實行嚴格的考核、實踐和技術結合的評
價導向制度。
在自身改革發展的同時，中國應吸引更多全球的
智慧。姚榮偉認為，中國應要突破性地組建跨境併
購大基金，對全球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進行垂直併
購，在併購領域一定要走在前列。此外，還應搭建
起外籍院士平台，設立國際研發聯合體，實施研發
全球發包制度，同步建立特殊國際和技術移民制
度，對國際頂尖人才進行一人一策的合作引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