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港共建青年創新創業社區

灣區如一體 向外拓經濟
梁振英：促進區域經濟合作 制度各有優點可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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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2月
13日晚，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到已故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
員劉迺強先生家中，向其家人表示深切哀
悼和親切慰問，並轉達中央領導及有關部
門負責人對劉迺強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對家
屬的慰問。劉迺強先生家人對中央領導及
王志民主任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的關心問候
表示感謝。

王志民探望劉迺強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成都報道）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四川與川港青
年創新創業社區日前簽署《共建「川港青
年創新創業社區」框架協議》，共同打造
川港青年創新創業新平台。當天還舉行了
「川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成都市龍泉
驛區川港人才合作基地」揭牌儀式。香港
貿易發展局西區首席代表呂劍，四川省政
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四川
會長洪清農，以及成都有關方面和川港創
業青年代表出席活動。
根據協議，雙方將在人力資源、項目建
設、雙創活動等方面展開全面合作。中國
香港（地區）商會副會長、雙創組組長曾
飛介紹，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四川

成立於2012年，目前已有會員300餘名，
成為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
為積極響應「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和

「一帶一路」倡議，該商會與川港青年創
新創業社區達成合作協議，期待實現川港
精英的強強聯合，促進兩地的經貿文化交
流。
四川長江職業學院執行院長韓虎介紹，

「川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有1,000平米
「創客+」眾創空間、4,000平米的「創業
匯」，並建成了「香江之家」、「港生驛
站」。
「川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首席運營人
肖羲清介紹，一年來，川港青年創新創業
社區獲得了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四川有關方

面的關注和支持，先後
接待了政府機構人員調
研27次，香港社會人士
來訪20餘次。
「期待川港人才合作

基地充分發揮橋樑紐帶
作用，深化兩地在創新
創業、人才交流等領域
的全面合作，願龍泉驛
成為香港青年生活創業
的『港灣』。」
龍泉驛區委組織部副

部長晏凌表示，一是依託「川港人才交
流合作基地」，探索與香港高校建立校
地合作，推動人才與技術交流；二是探
索共建海外離岸創新創業基地，設立香
港地區海外人才工作站，讓海外優質人
才項目「引進來」，讓本土優質人才項

目「走出去」，充分盤活粵港澳大灣區
豐富的人才智力資源；三是為港籍人才
創新創業提供便捷高效服務，解決港籍
人才住房保障、子女入學、醫療保健等
具體問題，打造適宜港籍青年居住生活
的國際化人才社區。

■洪清農與韓虎簽署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粵
港澳大灣區的各項政策陸續出台，
有望促進人流、物流及資金流。惟
有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發
展正面臨挑戰，多項因素阻礙區內
人才流通。報告倡粵港澳三地緊密
合作，把香港建設成大灣區的「國
際人才核心區」，並提出三地共建
灣區大學及實施人才流動計劃等建
議。
內地智庫「全球化智庫」

（CCG）昨日發佈《粵港澳大灣
區人才發展報告》，以粵港澳大灣
區三地協同發展為背景，分析粵港
澳大灣區人才建設的基礎與優勢、
發展與挑戰。
報告預測，2022年大灣區將超

越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在世界四
大灣區中GDP總量排名第一，惟
目前大灣區人才發展面臨挑戰。
報告顯示，大灣區內受高等教育

人口比例較低，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人才佔常住人口的比例26.18%，
深圳為 25.19% ，東莞更只有
15.74%。

粵港澳合作不夠緊密
同時，粵港澳三地合作不夠緊

密，稅制衝突明顯、出入境欠便
利、公共服務銜接尚未建立、粵港
澳科技創新企業合作不緊密等問
題，均抑制人才流動的積極性。
此外，新一、二線城市「搶人大
戰」，內地先進省市加大引才力
度，各城市的自由貿易港規劃陸續
推出，均令優秀人才集聚灣區內面
臨嚴峻挑戰，削弱大灣區人才競爭
優勢。
報告並提到，在全球城市人才競
爭力指數榜單中，舊金山、東京、

洛杉磯、紐約等穩居全球前30名，而深圳和
廣州分別僅排名73位及77位，可見大灣區對
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力相對較弱。
CCG秘書長苗綠強調，要真正打造充滿活

力的世界級大灣區，必須要在灣區內營造面向
全球、融合共享的人才發展環境，搭建「人才
自由流動之橋」。

倡人才三地來往「無證化」
就香港聚集人才方面，報告建議把香港建設

成大灣區的「國際人才核心區」，推廣大灣區
地區人才執業資格互認制度，並取消粵港澳人
才三地來往的通行證，實現來往「無證化」。
同時，報告建議發揮港珠澳大橋等基礎設施

作用，建設跨境「一小時工作生活圈」。
報告並提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建設具體建

議，包括設立海外華僑華人交流中心、借鑒海
南省免簽新政、實施工作假期簽證、實施粵港
澳三地人才流動計劃、放寬外國留學生在大灣
區實習就業限制、放寬內地學生在港澳實習就
業的限制和共同建設灣區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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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主席查毅超以「把握大灣區機遇
──加速香港創科生態圈發展」為題演
講，介紹香港科學園自2002年開始營
運，至今已擁有33萬平方米的科研辦公
空間，內有700間科技企業、合共1.2萬
人進行研發相關工作。而河套區「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作為香港科學園子公司，預
計2020年落成，將獨立運營，與香港科
學園優勢互補。
查毅超指出，香港科學園現時有22個

不同國籍的園區公司，有240間初創企業
加入香港主要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科學
園與轄下創新中心及高端製造業工業村
相輔相成，致力發展香港創新科技樞
紐。

查毅超讚兩地決心推創科
他對兩地政府推動香港創科的決心十分

鼓舞，「今年5月13日國家主席宣佈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個日子我

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這個日子還是我太太
的生日。」
他指過去3年，特區政府已在創科投入

近1,000億元，屬前所未有。
他指行政長官於今年對創科的支持包

括六大措施，即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研究基金加強大學研究實力、再工業化
資助計劃、工業村建設生產設施、促進
政府部門應用科技及推動城市創科大挑
戰。

而國家支持香港創科的重大舉措已相繼
落實，包括在科學園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夥伴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中心建立
香港分中心，及在香港建立國家產業化基
地等。
特區政府早前向科學園注資100億元，

查毅超指將分三大重點推進本港創科生態
圈發展，包括加強支援本地及海外初創企
業及科技公司，吸引他們加入創科生態
圈；提供一系列的全面增值服務；及興建
切合市場及業界需要的研發設施，提供科
研空間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深創科園將落成 與港科學園互補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史維在專題演講上指
出，雖然香港擁有世

界一流的高等學府，有很多尖端的研發成
果，但欠缺高精製造業，因此香港的創科
業仍未能形成健全的產業鏈。
他指大灣區有完整的高端工業製造基
地，香港若能成功與大灣區形成完善的
官、學、研、產創科鏈，對香港創科業發
展至為關鍵。
他並指，香港科技大學已在廣州建立分
校，致力加入大灣區建設。
史維說，科大不僅專注科研，亦強調社
會服務使命，「創科發展需要政策的大幅

更新加以配合，因此科大成立公共政策研
究院，希望在政府政策配合創科方面盡一
分力。」
他表示，雖然香港高等學府科技水平很
高，但以往與工商界的互動十分欠缺，一
些學、商交流，亦大都是私人性質的交
往。究其原因，是學術研究與工商需求脫
節。
「但現在出現很大變化。」史維表示，
現時工商界尋求與大學合作的意願強烈很
多，幾乎所有大地產商與建築商均會主動
與科大聯繫，希望在人工智能、機械人等
方面自我升級，「相信這是世界大勢對業
界產生的影響，高科技快速發展已影響到

各行各業。」
史維認為，能出現目前的變化，也與特

區政府大力支持創科息息相關，「香港對
大學的支持很優厚，對大學生和研究生的
優厚補貼，世界罕見。」
「大學始終是學術研究機構，不應該過

多分薄精力在商品化上。」史維認為大學
辦創科企業不應成為主流，「全球一級學
府，都不會自已去辦工廠。分工合作才是
最高效率的生產方式。」

與港校錯位發展 互補非複製
史維強調，大學的根本任務，始終是培

養更多精英人才，讓該些人才去創業，可

催生更多優質創科企業。
史維指出，科大決定去廣州辦分校，

主要目的是響應大灣區建設，為大灣區
培養需要的人才，而香港本校和廣州分
校也將錯位發展，形成互補而並非複
製，「廣州分校將不收本科生，只收研
究生。所設學科亦集中在人工智能、機
械人、醫藥科技等，針對大灣區科技需
求培養人才。」

具很強危機感 不超前則落後
他強調：「大灣區建設是機遇也是挑

戰，我們都有很強的危機感，不超前，就
會落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科大穗建分校 響應灣區建設

梁振英於論壇上演講時指出，粵港澳大
灣區是由香港及其他城市一齊發展的

策略，獲中央高度支持，對香港未來很重
要。
他表示，大灣區的本質是「一國之內，

兩制之間」，內地與香港的制度各有優
勢，可以互補，大灣區亦可以作為一個整
體，與外面經濟體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合
作，令香港可以得益。
他表示，香港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不

僅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與周邊國家及與
東盟十國的區域經濟，「香港幾年前與東
盟談自由貿易協定，一開始很艱難。自貿
區的意義，是消除彼此間貿易壁壘。」
他指香港本身已是最自由經濟區，並無

什麼額外的優惠能給予東盟，只能是接近
單方面要求對方取消壁壘，終在「以理服
人」能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大大提
升香港區域經濟地位。而大灣區及「一帶
一路」，令香港的區域經濟影響力更加龐
大。

港能充當「超聯人」角色
梁振英又指，在這個龐大區域經濟圈
中，香港擁有「一國」之利與「兩制」之
便，能充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例
如香港是日本食品最大的進口地，這些日
本食品不少是轉口內地。香港每年向印度
進口大量鑽石，相當部分亦是轉口內
地。」
他說：「我訪問印度時問，為什麼印度
不直接將鑽石賣給中國內地以多賺取利
潤？印度珠寶商說，與香港做生意有保

障，對中國內地不熟，因此寧願少賺些
錢。」
他提到，中國西部是陸上絲路的樞紐，

而西部的產品現時通過便捷的交通，由廣
西北部灣出海到香港，再運往世界各地，
形成西部陸海大通道，比以前由長江到中
國華北，再由連雲港出海快捷得多。
他說，香港擁有區域經濟的優勢，

「諾貝爾醫學獎是由瑞典卡羅琳醫學院
的教授評估、頒發。多年前我當行政長
官時爭取卡羅琳醫學院落戶香港，當時
新加坡和內地幾個大城市都在競爭，要
地有地、要錢有錢。結果我說明了香港
『一國兩制』的特別優勢，及香港在中
國及亞洲的區域優勢，很快說服卡羅琳
醫學院在科學園成立公司，專門研究幹
細胞修復人體器官的尖端醫學科技，現
在已是很成功的公司。」

高鐵大橋擴充1小時生活圈
「便利的交通基建，是建立區域經濟的

基礎。」梁振英指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令香
港的1小時生活圈大大擴充，而預計明年
落成的港深新口岸「蓮塘/香園圍」亦大大
加快貨物往來廣東東部。

歡迎台商多往灣區走走看看
他指口岸直接連接兩地高速公路，到時

運往潮汕、福建的貨物無須再經皇崗口
岸，穿越交通繁忙的市區。他說：「大灣
區真的很大，有無限商機，歡迎台商多往
大灣區去走一走、看一看，我願意充當介
紹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由亞太台商聯合總會舉辦的第十四屆港

台論壇「區域經濟與香港未來發展──從粵港澳大灣區談起」昨日在港

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指粵港澳大灣區商

機無限，大灣區亦可以作為一個整體，與外面經濟體合作，促進區域經

濟合作。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與香港科技園主席查毅超則介紹教界、

創科界應如何把握大灣區機遇（見另稿）。

■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正在推進建
設中。 資料圖片

■台上講者：梁振英（左三）、史維（左二）、查毅超（左一）。左四為潘漢唐。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粵港澳大灣區商機無限，大灣區亦可以作為一個整體，與外面經濟體合作，促進區
域經濟合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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