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都是國家重大發展

戰略，其中規劃綱要更表明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

區政府應如何配合國家的發展策

略？香港中華總商會早前委託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如何提升香

港現代服務業在大灣區和「一帶

一路」市場的獨特優勢與競爭力

進行研究，相關報告昨日出爐，

並提出多項政策建議，包括推動

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全球創科高

地，將新界北規劃成為「小矽

谷」； 完善香港醫療人才和醫

療機構進入大灣區的准入規則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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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倡新界北打造小矽谷
研究報告建議推落馬洲河套區變全球創科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
肺炎疫情穩定下來，展覽活動也得以
重啟。第十屆樂活博覽和第七屆亞洲
素食展昨日展開，為期4天，全場展
位較去年大增四成，至接近250個，
並特設女性主題館。素食漸成部分人
的習慣，有素食參展商期望透過展覽
作推廣，也有市民特意前來購買有機
食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昨

日表示，早前很多展覽因疫情被迫延
期或取消，窒礙行業發展，樂見實體
展覽能在香港重臨，香港作為展覽之
都，展覽行業能帶動很多其他行業，
也養活了很多從業員。
展覽會創辦及主辦機構，盈柏廣告

策劃總經理張薇蕙指出，售賣天然、
有機食品的公司在10年前很少，現時
由第一屆展會只有不足40個攤位，增
加至今屆240多個攤位，認為綠色、

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開始普及起
來。
另一主辦機構、柏堡活動策劃執行

董事李亦珺表示，展會規模較去年大
增四成，匯聚最新的素肉、植物肉等
產品，並留意到展覽備受女性歡迎，
故今屆特設女性主題館，以滿足其對
健康生活的需求。
何太昨日到展覽會場選購有機食

品，她表示，疫情下，已減少外出進
餐，變相花更多時間構思菜式，亦更
注重食材的選擇，「知悉有素食展，
應該會有較健康或有機的食品，所以
前來看看。」
其公司首次參展的市場推廣經理孔

小姐表示，市民對素食產品的要求越
來越高，會以不同包裝和推出新的產
品來吸引市民，認為昨日的反應不
錯，周末或會有更多人流，期望藉此
推廣有關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宣布即將推行電話智能
卡實名登記制度，相關規例於9月生效。和記電訊香港對制
度態度正面，並指參考澳門經驗，預計制度對智能卡整體營
收沒有太大影響，但有三分之一至一半俗稱「鬼卡」的閒置
智能卡會消失。
政府早前將實名登記制度下，電訊商建立登記系統的寬限
期由120天延長至180天，每名個人用戶可向每間電訊商登
記最多10張智能卡，企業最多25張。和記電訊執行董事兼
行政總裁古星輝昨日表示，寬限期合理，但智能電話卡的實
名登記要求已與月費計劃相若，不理解為何仍要設有購買數
量上限，令智能卡比月費計劃更嚴格。
他表示，和記電訊旗下的3香港一直對儲存客戶資料、實

名登記有經驗，惟對市面上規模較細的分銷商而言，建立登
記系統則構成挑戰，故集團斥七位數字開發了一個新平台供
分銷商共用，冀政府能夠提供補貼：「政府在一年內推行電
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令公司失預算，希望政府可以『幫
輕下』。」
古星輝直言，身為營運商，對於資料驗證真偽能力有限，

已向政府反映立法原意並不應該針對營運商有否驗證真偽，
而雙方共識是「盡力做」。
至於實名登記制度會否對生意造成影響，古星輝指出參考

澳門經驗，會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鬼卡」消失，他估計未
來香港趨勢類似，但強調「鬼卡」本來已經沒有為公司帶來
收入，故不影響公司的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東華學院
新任校長陳慧慈昨日在傳媒茶敘中表示，
因應香港國安法落實，新學年學院必修的
通識課堂將會加入國安教育元素，並強調
認識法律及守法一直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
分，學院亦有機制管理師生行為規範。
東華學院成立剛滿十年，屬於較年輕的
自資院校，陳慧慈表示，雖然近年香港整
體中學畢業生人數持續減少，但社會對醫
護專業培訓有持續需求，而學院多個相關
課程都獲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SSSDP）」資助，令收生人數「逆
市」增長，全校學生總數已逾3,000人，
去年並成功獲批首個職業治療的學科評審
資格，整體發展穩定。
她說，2022年起學院將增辦醫療資訊

管理課程，亦會籌辦碩士及博士課程，並
會向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請科學、幼
兒教育、心理、護理等其他學科評審資
格，希望在五年內申請升格大學。

校長：認識新例屬公民教育
陳慧慈表示，守法及學習法律知識一

直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學院現行課
程已包含基本法及其他與專業相關的法
律內容，如精神健康及醫藥管制相關條
例等。
她認為，香港國安法作為新落實的法

律，學生自然有需要認識，外界毋須過度
解讀國安法的相關要求，該校新學年計劃
將國安教育元素融會在必修的通識課堂
中，但相信不會作為獨立科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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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穩定展覽重啟 素食展設女性主題館

東華學院列國安教育必修

●素食漸成部分人的習慣，有素食參展商期望透過展覽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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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星輝預計制度對智能卡整體營收沒有太大影響。

●東華學院現行課程已包含基本法及其他與專業相關的法律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中總早前委託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如
何提升香港現代服務業，特別是創

科、金融、醫療、法律、國際仲裁等在大
灣區的發展優勢與競爭力；及深化大灣區
服務業合作和配合「一帶一路」市場發展
提出政策建議。報告昨日出爐，在創科方

面，報告建議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全
球創科高地，建立國際頂尖人才蓄水將新
界北規劃成為「小矽谷」；並促進香港基
礎研究成果在大灣區成果轉化，明確專利
產權利益分配，搭建大灣區技術資訊化平
台，促進創科要素在大灣區有序流動。
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解釋，位於香港落馬

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深圳
河北側毗鄰河套地區的「深方科創園區」共
同組成了「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該地區
可利用深圳和香港地理相連、產業協同和
「一國兩制」的優勢，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有望突破實現人員、資金、貨物、信息
的自由流動，可吸引來自內地、香港以及
海外的創科企業和人才匯聚於此，形成產學
研緊密融合的創新基地，成為世界級的知識
樞紐及創科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
科創中心的重要平台。

加強灣區金融科技領域合作
方舟說，香港金融業能滿足大灣區集融

資和灣區金融業縱深發展的需求，並就
「一帶一路」海外投融資需要和促進人民
幣國際化發揮作用。報告建議進一步完善

香港與大灣區金融平台對接，加強金融科
技領域合作，豐富香港人民幣投資產品，
多元發展「一帶一路」投資工具，及打造
沿線國家評級中心和商事保險中心。
至於醫療方面，報告建議特區政府應完

善香港醫療人才和醫療機構進入大灣區的
准入規則；推動粵港澳政府共同建立醫療
服務機構之醫療模式認證制度；聯合採購
藥品以提升香港議價能力，及推動內地醫
院評審制度國際化。報告亦有提出對法
律、國際仲裁和知識產權服務的建議，包
括應進一步改善大灣區內資格互認；及在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展
無縫對接試點。

華商高峰論壇下周四舉行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同時宣布將於下周

四（17日）主辦「2021中總世界華商高峰
論壇」，論壇分主旨演講及專題論壇，探
討香港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建設下的新機遇。中總會長袁武表
示，今年論壇目的是探討新形勢下如何加
強和推廣香港的現代服務業，希望與華商
企業攜手共同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

一路」市場的發展新商機。
中總永遠名譽會長、中總世界華商高峰

論壇主席蔡冠深則指出，近年內地與東亞
區域經濟不斷深化發展，香港作為聯繫內
地與海外華商的橋樑角色更為重要。他

說，論壇將邀請本港、內地和海外官員、
企業精英和專家學者，以金融產業發展前
景和機遇、新常態下專業服務的功能角
色、創新科技合作與未來發展等為主題進
行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陪同下，了解包括11幅房
屋用地的安達臣道石礦場的發展進度。林鄭月
娥強調，今屆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多管齊下
開闢土地，推出各項增加土地供應的短、中、
長期措施，全力以赴，為不同收入家庭提供適
切居所。
林鄭月娥一行昨日參觀了以可持續發展和社
區參與的概念規劃和興建、位處前安達臣道石
礦場的觀塘安秀道安泰邨。
據介紹，安泰邨綠化比率超過三成，有大量環

保和綠化裝置，多項設施亦結合藝術、石礦場歷
史和教育元素。林鄭月娥欣悉安泰邨的設計和建
築利用了5D建築信息模擬的創新科技和大量應
用預製組件，以達至提升效率、環保、減省施工
時間等效果，是工程項目的良好示範。
「安泰邨的建築設計優異，相信居民都對生
活環境感到滿意，我對房委會及房屋署同事為
市民建設優質生活環境所作的努力表示讚
賞。」她說。
林鄭月娥一行還在安泰邨一座樓宇的天台，
鳥瞰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並聽取有關發展項目

的進展。目前仍在建設階段的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
共有11幅房屋用地，其中八
幅用作公營房屋發展（包括五
幅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和三幅由香港房屋協會發
展），另外兩幅已成功出售作
私營房屋發展，其餘一幅為第
二個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的
發展用地。

續多管齊下開拓土地
據介紹，該幅用地是政府首

次以賣地形式，要求讓發展商
參與興建及出售「首置」單位
的先導項目。「首置」計劃是今屆政府提出重
建置業階梯的一環，供既不符合申請居屋資
格、又未能負擔私營房屋的較高收入家庭，以
特定的折讓售價置業。首個「首置」先導計劃
項目為巿區重建局的「煥然懿居」，出售時極
受合資格家庭歡迎。
林鄭月娥說：「我在2020年施政報告公布，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已全數覓得所需公營房
屋單位的土地，可以滿足未來十年的需求，安
達臣道石礦場改撥為發展公營房屋是當中的供
應之一。本屆政府會繼續努力，多管齊下開闢
土地，推出各項增加土地供應的短、中、長期
措施，全力以赴，為不同收入家庭提供適切居
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水
埗主教山配水庫古羅馬式建築險被清
拆一事引起社會關注，古物諮詢委員
會昨日開會討論香港其餘3個逾百年
歷史的配水庫，包括雅賓利食水配水
庫、山頂食水配水庫及歌賦山食水配
水庫。在沒有反對下，3個項目獲通
過擬定為一級歷史建築，惟原先獲擬
議為3級歷史的雅賓利食水抽水站，
因周邊組合建築歷史價值甚高，多數
委員認為應給予更高評級，決定交還
古物古蹟辦事處重新審視。
古諮會昨日開會，通過上述3個配

水庫的擬定評級為一級歷史建築。根
據資料，雅賓利食水配水庫於1888
年至1889年期間落成，即至今有近
133年歷史，為3個項目中歷史最悠
久；山頂食水配水庫則為全港第一個
山頂配水庫，於1897年落成，其牆身石紋至今仍清晰可見紋理，見
證山頂及供水歷史，屬一大里程碑；歌賦山食水配水庫建於1903
年，內有舊式磚柱及較先進的工字鐵，融合新舊建築物，反映時代進
步。目前三個配水庫仍在使用中。
至於雅賓利食水抽水站的評級，原先只獲擬定為三級歷史建築，但

多名委員關注抽水站於香港供水系統的歷史價值及角色，認為應考慮
抽水站與其他山頂水務設施的關係，給予更高評級。因此要求古蹟辦
提供更多資料，將於下次會議再討論其評級。
會議上亦正式確認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等為一級歷史建築。古諮會

主席蘇彰德表示，現時主教山配水庫仍在進行鞏固工程，早前已曾舉
行線上虛擬實景導賞，可以仔細欣賞配水庫的內部建築。

●中總發表《提升香港現代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與競爭力發揮對「一帶一
路」市場輻射引領作用》研究報告。左起：蔡冠深、袁武、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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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視察石礦場建屋進度

3配水庫獲評一級歷史建築

●半山雅賓利食水配水庫於
1888年至1889年期間落成，
即至今有近133年歷史。

古物古蹟辦事處供圖

●林鄭月娥在天台聽取房屋署人員介紹各項發展計劃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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