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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攜手攬人才 研推聯合政策包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以大灣區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為抓

手，加強與港澳創新資源協同配合。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正研究從多方面採取措

施，加快推進與深圳和大灣區的創科協同

發展，其中一項是正在與深圳商議推出

“聯合政策包”，在美國採取不合理政策

針對內地科技企業及華人人才之際，吸引

他們回流香港、深圳；同時，特區政府希

望藉提供教席、資源支持，吸納海外學

者，讓他們可帶着課題和研究生回來做研

究。有關具體計劃稍後會向社會公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柴婧

林鄭月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強調灣區優勢互補共推創科發展

特首談港深合作
視頻二維碼

香港要加快發展創科，必須與毗鄰城市強強聯
手，並且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人才。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與深圳其實已經自成整條科技產業發展
鏈，並有各自的優勢。她指出，香港有四五間大學
在全球百強內，在高等教育、基礎科研有優勢，同
時亦有很傑出的科學家；而要將科研成果轉化，就
是深圳的強項，深圳有先進製造業，做成熟的產品
很快。這就是港深的發揮互補優勢。

吸引遭美無理針對人才回流
而在創科產業融資方面，同樣是香港的強

項。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兩年
前在上市方面做了重大改革，吸引一些未有盈利
的生物科技公司、同股不同權的科技公司，以及
一些內地企業海外上市之後返香港二次上市，
“我們毗鄰的兩個城市可以為創科企業提供全面
的服務，我覺得這個是大有深化空間的領域。”
創科發展的要素之一就是競爭人才。林鄭月娥表
示，在中美摩擦的現狀下，美國採取一些很不合
理的態度和政策，針對在美國的華人甚至內地的
企業，“這是一個好的契機吸引他們回來，吸引
他們回來上市，也包括吸引在美國大學的科研人
才回香港或者深圳發展。”

有見中央給深圳的27條改革舉措中，其中一
條與吸引人才有關，林鄭月娥也抓住機會，與深
圳市領導商討做“聯合政策包”，集合香港有營
商環境、國際知名大學、國際學校學位等特長，
深圳有“孔雀計劃”、稅務優惠、人才公寓等優
勢，“聯手把最好的東西擺出來，吸引人才、資
金，讓深港兩地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貢獻。
如果我們做得成功，可以把它輻射到大灣區的其
他城市，繼續做下去。”
至於香港本地，林鄭月娥透露，稍後發表的

施政報告會有相關政策。她說，自己曾與一些本
地院校校長溝通，他們都認為現在是一個契機，
而很多校長都是海外著名學者回流，他們有一些
同輩還在美國、歐洲發展，他們之間溝通時都會
問“回來好嗎？”探討到大灣區發展的機會。

提供足夠資源讓學者續作研究
林鄭月娥表示，要吸引這些著名學者回流，

首先要為他們提供教席和資源。她解釋，這些學
者一般是講座教授或傑出科學家，所以要有額外
支援，例如科學家要有實驗室配套，為他們提供
開發成本。同時，這些科學家在外國也會帶博士
和博士後研究生，如果能有足夠資源，讓他們可
帶着研究生一起回來，那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就
不會中斷。她表示，正在構思政策，希望稍後可
以公布有關計劃。

對於有人擔心香港在與深圳及大灣區一體化
發展中會失去優勢，林鄭月娥強調，一體化發展
一定要在“一國兩制”之下進行，而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並不會令“兩制”模糊。她相信，無
論香港或澳門，都可以在建設大灣區時發揮“一
國兩制”的優勢，“這個也是習主席多次講的，
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豐富‘一國兩制’的實
踐。”

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數十年來的
強強聯手是兩城成就簿上濃墨重彩的一
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深合作方面
有逾10年經驗，她表示，港深成功合
作的關鍵在於要把香港和深圳的發展放
一起看，甚至把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放在
一起看，強調只有抱着這樣的取態和眼
光，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合作要成功 眼光不能短視局限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和深圳是長期

合作夥伴，過去伴隨着港深各自自身發
展，在每個階段都可以找到新的合作基
礎和重心。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外資
開放市場，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
者，成功吸引港商帶來大量投資；之
後，深圳開始起飛，香港又成為內地企
業“走出去”的平台。林鄭月娥指，現
在和未來兩座城市新的發展引擎，應該

是進一步改革開放，不僅要在金融、專
業服務等方面，更應進一步共同重點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如
果要兩地成功合作發展，眼光絕不能短
視和局限。

林鄭月娥分享道，在港深合作方
面，自己最深刻的體會是：香港不僅要
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一定要香港、
深圳（的發展）一起看，甚至是香港和
國家（的發展）一起看。”

排除萬難發展蓮塘口岸 提高物流效率
林鄭月娥分享，早年擔任發展局局

長時，也是研究兩地邊境土地發展的
“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港方
組長，曾積極部署打造蓮塘/香園圍新
口岸和河套區發展，並推進港深合作治
理深圳河。她憶述，“當年我差不多排
除萬難（發展蓮塘/香園圍口岸）。”

當時社會有聲音質疑是否有需要開設該
口岸，因為港深之間已有多個口岸，已
經可以從數量上滿足每日過境車輛和客
人的需要，況且建設新口岸亦需要較大
開支。

林鄭月娥指，當時深圳方面，如果
東邊有個口岸，可以實現港深兩地跨境
物流運輸“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布
局，“當時我想不能只是想香港，要合
作，從深圳角度看，如果有了‘東進東
出，西進西出’，對兩邊（港深）都理
順了很多。”在當時行政長官的支持
下，蓮塘/香園圍口岸最終成功推進，
該口岸亦已於今年8月成功啟用，讓整
個跨境物流運輸能力及效率大大提高，
為深港兩地日益密切的連繫提供更有利
條件。林鄭月娥認為，這個例子很好地
說明，港深合作一定要有如此的取態和
眼光，才會做得成功。

時間不等人，做科創產業尤其如此。
雖然在港深創科合作上，已經有河套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但有見該區第一座大樓入
伙最快也要等三四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指出，從抓住合作機遇的角度
看，既然深圳已經緊鄰河套建設多於一個
園區，例如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創科產
業區，香港的創科企業可以先行入駐，未
來讓兩個園區的科研初創企業兩邊走，將
是一個理想的安排。

經過特區政府多年的努力，香港的
科技創新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林鄭月娥
表示，現時位於大埔的科學園已經滿
額，沒有空間再容納新的科創公司，若
只是看着香港自身的能力，只能等待落
馬洲河套區發展，“但估計河套第一座
樓入伙最快都是2024年，三四年（之
後），如果想做創科，等不了。”

要解決這個難題，港深合作或可提
供出路。林鄭月娥指出，緊鄰河套的深
圳福田保稅區正慢慢轉型，“8月份我都
有去參觀，他們拿物流大廈做創科基

地，我們也有香港團隊去做科技創新的工
作。”

港深創科合作 不必局限河套
她續表示，科創企業落戶香港要等三

四年，“如果在港深（合作）的角度看，
這個是‘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這個區
可以有多過一個園，可以有落馬洲河套區
的園，可以有福田（保稅區）的園，將來

在這兩邊科研初創企業可以兩邊走，這是
一個很理想的鋪排。”這樣，既能將企
業、人才留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能
讓企業及時發展。林鄭月娥並表示，日後
落馬洲河套區建成後，也歡迎這些企業在
河套區開個公司、分公司。

河套區未來發展無可限量，除港方將
落馬洲河套區建成“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深圳市政府亦在毗鄰的土地上，作

出包括福田口岸、皇崗口岸片區在內的河
套C區，及福田保稅區的規劃，以利兩地
科技人才往來，並已全力發展包括皇崗口
岸重建、一號通道改造、保稅區環境綜合
整治工程、深港開放創新中心和深港科創
綜合服務中心建設等項目。福田區區長黃
偉今年8月在政策吹風會上表示，目前已
籌集37萬平方米科研空間，已落地和正
對接項目126個。

河套福田創科區 力促企業兩邊走

易位思考 雙城合璧 成功之道
子女入學

1、國家級領軍人才子女申請
就讀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
學校和高中轉學的，可在
市區範圍內選擇一所學校
申請就讀

2、地方級領軍人才子女申請
就讀深圳義務教育階段學
校和高中轉學的，按就近
入學原則和實際情況，安
排在其父、母或委託監護
人居住地段或相鄰地段的
省一級學校就讀。

資金補貼及獎勵
深圳市孔雀計劃人才：

A類、B類、C類，深圳市分別
給予300萬元、200萬元、160
萬元直接獎勵補貼。

人才購房補貼
1、國家級領軍人才每年15萬

元，總額75萬元

2、地方級領軍人才每年10萬
元，總額50萬元

3、後備級人才每年8萬元，
總額40萬元

4、領軍人才購房補貼申請經
審核合格後，由深圳市住
房保障部門在5年內按年
度發放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日前接受香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港文匯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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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為創科產業區福田保稅區已逐步轉型為創科產業區。。圖為保圖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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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疫情令香港航空業備受打擊，大量
飛機停泊機場。 中通社

研請中央惠港 打救國際機場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宣布

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以爭取在月內上京，
研商請求中央支持香港的多方面措施，讓
施政報告更加充實，為飽受衝擊的香港走
出困境、提振士氣。林鄭月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透露，多項措施中，包括在中
央助力下令香港航空事業更快復甦，充分
發揮香港國際機場的作用等。

在中央支持下尋新增長點
林鄭月娥續表示，香港是外向型社

會，不能單靠自己的消費提振經濟，“當

我放眼看全世界，哪裏真的有經濟增長
呢？就是我們的國家，最近國際金融組織
都是這樣說，主要的經濟體中，唯一在
2020年有正增長的就是中國。”

林鄭月娥續表示，在“一國兩制”之
下，中央會給予香港支持，而香港的經濟
復甦的方向，“一定要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尋找經濟的新增長點。”林鄭月娥透
露，多次向中央提交建議，並交給不同的
部委研究，中央反應都很正面，很願意支
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至於具體措施上，林鄭月娥特別提到

之前較少提及的香港國際機場，即如何鞏
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她指出，這次
疫情對航空業的打擊真的太大，但香港正
正很重視香港國際機場，而第三跑道預計
於2022年投入運作，整個三跑道系統亦將
於2024年啟用，“這麼關鍵的時候，如何
令香港航空事業復甦得快些，復甦得好
些？這都是我需要向中央爭取的政策。”

為加強香港國際機場的相關交通，特
區政府早前亦興建了屯門赤鱲角隧道公
路，並將於年底啟用，令香港有兩大公路
連接大嶼山和機場。

■■林鄭月娥帶文匯報記者一行參觀禮賓府林鄭月娥帶文匯報記者一行參觀禮賓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