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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習主席視察香港一周年之親為篇

香 港 回 歸 21 周 年

心牽香江
親推發展

習主席金句

在香港推動創科發展方面，他親自回應 24 名香港兩院院
士給他所撰寫的信，作出重要指示並迅速部署相關工作，令內

心推動着香港發展︰
在為香港謀劃發展方面，不論在港視察時、在發表十九大

地科研資金終於可以“過河”，讓香港科研有更多的可能性。

報告時、在全國兩會期間，他都多次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香港各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都認為，習主席親自

展大局，特別是將全城關注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成國家

關心推動香港發展，反映了他對香港的重視，大家都感到相當

區域戰略，由中央協調統領，在參加廣東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

鼓舞。除了令政策推行更迅速到位，也令特區和內地省市政

時亦提出了粵港澳要加強協調配合。

府，及社會不同團體更積極響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青年方面，繼視察時到訪少年警訊中心，他在今年春節

歐陽文倩、朱朗文

﹁
﹂

■ 祖國和香港
的未來，寄託
在年輕一代身
上。希望你們
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多學
點歷史，多了
解國情，開闊
視野，增長見
識，錘煉本
領，早日成
才，以實際行
動服務香港、
報效國家。

李焯芬：對港創科充分肯定

心繫青年 諄諄教誨鼓舞港青
所謂“青年強則國家強”，國家主席習近平對
香港青年亦是特別厚愛。在視察香港的 3 天行程
中，與年輕人交流佔了相當比重，當中他到八鄉少
年警訊中心的景象，令不少市民記憶猶新；春節
前，“少年警訊”成員寫信問候習主席，獲習主席
親自覆信，也是令人驚喜，帶動了社會關心、聆聽
社會訴求的風氣。

應踴躍了解國家新發展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認為，習主席視察香港
後，不論是香港特區，又或者內地省市，都對香港
青年相關工作更為重視。他說，過去一年特區政府
重視青年工作，其中一個最明顯和標誌性的措施，
是政府咨詢委員會中青年委員比例增加，令青年的
聲音有機會讓特區政府聆聽到。
他續說，不單是香港，內地省市亦很重視有關工
作，紛紛思考有什麼可以加強，例如大灣區可以作出
什麼配套，便利香港青年北上升學、就業、創業等。
同時，香港青年也踴躍地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
顏汶羽表示，根據他的觀察，香港青年清楚知道國家
的實力，也明白香港發展離不開國家發展，大家都希
望多了解在內地有何機遇。

握國家機遇融發展大局
他以自己舉辦的內地考察活動為例，其中一個
有 60 個名額，結果吸引了 200 人報名，“可見大家
對到內地發展是正面的，也希望了解整個國家的發
展。”
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宏正表示，中央
政府及特區政府對青年工作越加重視，習主席視察

香港期間更親自探訪八鄉少年警訊中心，更突出了
重要的意義：“青年工作不只是得個講字，不是由
官員說‘關心青年’就算，而是應身體力行，帶頭
關注青年發展。”
他指出，少年警訊等志願團體做了大量社區和
青年發展工作，習主席此舉也鼓勵香港青年除了着
重自身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外，更提醒他們要
關心同儕。
梁宏正認為，香港青年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就要好好去認識“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
遇，其中經民聯青委會早前就安排了30個大學生及
剛投身職場的青年前往捷克，考察當地發展，並從
當地人身上了解外國怎看國家和香港，突破以香港
為本位的思維。

主席關懷青年一以貫之
新民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政芝
說，在習主席視察香港後，十九大報
告中也有“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
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等有
關青年的內容，可見他對青年的關懷
是一以貫之的。
她並提到，有香港年輕人將他們
現時面對的問題與香港回歸祖國前的
情況作比較，更以為問題是源於香港
回歸祖國，她希望他們正確了解歷
史，“問題並不是誰管治香港，而是
有很多其他原因”，及放眼國家未來
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24 名院士之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焯芬認
為，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反映了國家對科創
的高度重視，及對香港的科創水平、實力及貢
獻的充分肯定。他指出，國家現時明確表示，
日後香港教授及科研工作者，可以直接申請內
地的研究經費，“這樣一來，香港的科研工作
者們多了一個重要的資助來源。”
他續說，有關資源當然要透過全國性公開
競爭才能爭取得來，但以香港的科研實力，預
計有不少科學家能爭取國家級研究基金的資
助，或研究項目列入國家重大項目之內，獲得
以千萬元乃至億元人民幣計的內地研究經費，
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李焯芬強調，將來醫療、工程、環保科技
等科研創新成果，可直接造福市民大眾，部分

更能在本地產業化，或通過兩地合作而達到產
業化的效果，為香港以至國家的經濟發展注入
強大的生命力。

黃玉山：好好把握國家支持
一直致力推動兩地科研交流的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表示，習主
席的重要指示有很大作用，內地科研資金可以
“過河”，也是很大的突破，更令香港科學家
有機會參與國家大數據、天文、海洋、大型環
境項目的研究。
他憶述，科學界30年前已期望香港可走創
科路，但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支持，令香港白白
浪費發展機會，現時有國家的支持，香港應好
好把握。
黃玉山強調，有關科研資金是以競爭擇優
方式承擔，香港特區在有國家的助力下，也要
積極響應和爭取。他說，現時香港科研偏重基
礎研究，而香港也缺乏將科研成果轉化及產業
化的配套，但如果未來爭取到更多科研資金，
也只是用來做研究、發表學術文章就止步的
話，似乎未能發揮最大效益。
因此，他認為未來院校應增加對應用性研
究的重視，特區政府也應推出相應的支持政
策，做好本地創科發展，讓大家可藉本地或大
灣區的平台，將成果轉化，帶來更大效益。

融入灣區
繪藍圖頒利港政策
習主席謀劃香港未來發展親力親為，在視
察香港期間，提出更好在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就要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中央
政府會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發揮優勢和作用，並要求香港各
界帶頭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他之後在十
九大報告中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大灣區建設等為重點，並制定完善便利香
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搭灣區“最後一班船”

■王志民轉交習主
席給香港“
席給香港
“少年警
訊”的回信
的回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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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
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
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香
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
善作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
義。
■ 要重視香港院士來信反
映的問題，抓緊研究制定
具體政策，合理予以解
決，以支持香港科技界為
我們建設科技強國、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
力量。

資金
“過河”
重要指示促創科合作
去年 6 月，24 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
國工程院院士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寫信，表達了
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
情。習近平對此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指示並迅
速部署相關工作，今年 5 月，相關規定正式發
佈，港澳特區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可通過競
爭擇優方式承擔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打破
了科研資金不可“過河”的限制，為香港院校
和科研機構參與國家科研開拓了更多可能。

■ 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時
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時，
，前去看望少年警訊
永久活動中心的香港青少年，並與成員們握手
永久活動中心的香港青少年，
並與成員們握手。
。

習近平回應 名香港兩院院士的信

程結束，他對香港的重視和牽掛持續不斷，在不同方面親自關

和國家。

■ 香港一直牽動
着我的心。
■ 20 年來中央一
直是香港的堅強後
盾，中央將一如既
往地支持香港發
展、改善民生。
■ 我們願同香港
各界一道 ，回顧
香港 20 年來不平
凡的歷程 ，總結
經驗、展望未
來，確保 “一國
兩制”行穩致
遠。

習近平給香港 少年警訊 成員的回信

察，抵港時發表的首番說話，盡顯對香港的深切關愛。視察行

前更親自回信少年警訊成員，勉勵年輕人裝備自己，報效香港

習近平去年抵港時在機場發表講話

習主席全面謀劃指導 各界振奮積極響應
“香港一直牽動着我的心。”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港視

■去年 7 月 1 日，習近平視察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
，聽取機場配合
灣區發展情況的介紹。
灣區發展情況的介紹
。

今年全國兩會，習主席參加廣東全國人大
代表團審議時，更要求粵港澳攜手加快推進大
灣區相關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立
法會議員廖長江表示，習主席在視察香港
後，仍親自為香港未來發展、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籌謀，是關心香港的表現，相信大
灣區規劃出台後，港人將可看見更多優惠香
港的政策。
他形容，大灣區是香港的“最後一班
船”，而不少香港和內地官員、商界人士也有

■ 今年 3 月兩會，習近平參加廣東團審議，
要求粵港澳加快推進灣區建設。
類似看法，“香港過去錯過了很多機會，例如
泛珠三角發展、前海等與廣東省合作的不同方
案，推動及發展成效不彰，相信除了是我們香
港的問題，也是由於內地方面當時的大局意識
不夠。”
廖長江強調，既然粵港澳三方都希望“做
大個餅”、都各有所長，就應該要有大局意
識，互相合作，相信在習主席如此出心出力
下，特區政府和商界都會積極配合，坐上這班
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