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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创新科技 推动浙港合作

创新科技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
点。近两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已投放约
1000 亿港元落实多项措施推动创科发
展。去年，香港特区成立了2625家初创
企业，比上年增加18%。为进一步支持香
港青年创业创新，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年3
月份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
计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
验资助计划”，帮助香港青年实现科技创
业梦想。与此同时，浙江正全面实施“一
强三高新十联动”科技新政，加快打造“产
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加快建设“互联网＋”和生命健
康两大科技创新高地。浙江与香港加强
科创合作，可谓恰逢其时。

近年来，浙港两地往来密切。去年两
地贸易总额达到了 41.8 亿美元，浙江在
香港上市公司达64家，浙江31所高校中
有300多名港澳学生。这表明，浙江与香
港之间交流往来频繁，经济联系日益
密切。

创科1000峰会主席、荷马国际CEO
叶程坤表示，随着 5G、AI 等高新尖技术
的成熟与商用，科技产业面临翻天覆地的
变革。杭州创科环境在政策积极引导、稳
定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创业气氛下，为科
技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峰会将
香港的创科新生代带到了杭州，与浙江高
校、创科企业、投资者深入沟通与交流，将
科技成果落地在这片广阔的市场上，创造
属于个人、属于香港和浙江的新机遇。”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贺路明指
出，举办创科 1000 峰会，就是要在原有
基础上进一步搭建香港与浙江及内地创
科人才的交流桥梁，“通过增强两地创科
人才的互动与合作，携手助力两地创科事
业发展，推动两地加强科技合作”。

提升竞争优势 人才培养先行

发展创新科技，离不开人才的培育。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大力培养和
吸引科技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赢得国际
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在中国，1到N
的创新很多，0到1的创新却很少。目前，
我们创新思维的源头更应该作一定程度
的迁移。其中，大学教育就发挥着关键作
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说，创新创
业人才须有三个“本”，即本事、本钱和本
分。“没有本事的学生没有资格创业，没有
掌握先进知识就没有本钱去创业，没有诚
实做人的本分精神也没有资格创业。”真
正的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是精神和理
念的教育，重在培养坚韧不拔、不怕艰辛、
甘心当助手做下手的人。

贺路明认为，峰会有助于吸引香港创
新创业人才了解浙江，促使他们为香港和
浙江的创科事业发展多作贡献，协助香港
特区政府输入更多内地科技人才；同时搭
建香港与内地创科人才的交流桥梁，增强
两地创科人才互动，携手助力浙港两地创
科事业共同发展。

站在浙江与香港互动交流的角度上，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

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在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三角一体化环境之下，香港与长三角
既有合作，也存在竞争。但中国经济有着
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市场空间大。两
地在教育、高科技行业、先进制造业特别
是金融服务方面的合作，还大有可为。下
一步，在金融创新，支持科创型企业做大
做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有望实
现经验互鉴。

发挥两地优势 服务企业出海

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的
桥梁，不少内地企业家在香港寻找合作伙
伴从事贸易和投资，并取得了成功。

香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
心行政总裁黄广杨表示，在科技界有2个
市场，一个是传统欧美市场，一个就是“一
带一路”市场，香港正好处于这两个市场
中间，得天独厚的优势成就了香港创科发
展的机遇。通过香港，内地企业更容易与
海外基金、机构投资人取得联系，让内地
初创科技型企业能更早“走出去”，实现内
地与欧美市场互联互通，这样的模式同样
能够助力香港发展创新科技。

香港大湾区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席总经理李月中从投资人角度分享了

对创客的看法。他说，创新一定要瞄准人
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面向全球，要借
助多线条、多领域的技术叠加。在全球化
的今天，完全靠自己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知识产权既是私有财产，也是人类文明的
一部分，要敬畏知识产权。

数据显示，2018 年香港 IPO 发行规
模世界第一，融资总额达到370亿美元，
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 3.1 万亿美元。与
会专家表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各
地的桥梁，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取得蓬勃发
展，创科 1000 峰会将连通浙江与香港，
推动浙港取长补短“并船前行”，推动两地
经贸加速前行。

为加强对浙港两地创新科技型企业
点对点的重点扶持，峰会还启动了“青年
创科扶持基地”。该基地落户杭州，旨在
将香港资金引入浙江的同时，将浙江的优
秀创科项目推向世界，帮助浙江企业快速
获得投融资机会。据悉，该基地目前已经
收到了浙港两地150余家企业报名，包括
中通快运、花脸、阿拉丁、心灵密友、测库、
捷思通、蜥蜴智能、消安、非白三维等 99
家创科企业加入“青创扶持计划”。扶持
计划涵盖了云计算、智慧医疗、智慧交通、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数据科学、机器人等
多个高新科技领域。

杭州举办创科1000峰会，搭建两地创科合作桥梁——

推动浙港创科青年“并船出海”
本报记者 徐惠喜

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
7月20日至26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大赛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等九个部委
和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来自56个国
家和地区近900名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
参加了本届大赛。

澳门特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主办
大赛有助于提升澳门科普研发气氛，促进
澳门学生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选
手相互学习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澳门青少
年科普实践的技能与水平，培养更具国际
化视野的创新人才。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从培训、考察、
办赛等形式入手，不断推出鼓励和扶持青
年创新创业措施，营造理想的创新创业环
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多元化渠道帮助有志
创业者在澳门发展或“走出去”。

“青年创业师友计划”“青年创业创新
培育计划”等项目，是澳门特区政府与专
业机构团体和高校合作搭建的创业咨询
服务与经验分享平台，旨在培育澳门青年
多元学习能力和创业技巧。“青年创业师
友计划”协办方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董
事长崔世平说：“我们鼓励青年要主动‘上

台爬梯’，走入大湾区开阔视野，了解市场
需要，积极装备自己，融入国家创新创业、
成就大业。”他说，建设“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澳门青
创是机遇，更是动力。

澳门属微型经济体，地域空间和市场
容量有限。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社会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桂平认为，为了扩充
澳门有限的创业空间，澳门青创活动必须
走进周边地区。例如，与大湾区城市的青
创活动相融合，不仅推动了年轻人的创新
创业，还为澳门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在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开展双创合

作，使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也
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今年 5 月份，在澳门举行的 2019 年
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上，粤澳双方签署的

《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重点
工作》提出，粤澳双方将推动科技人才交
流、科研攻关协同、科研资金流通、信息
和设备共享、技术转移转化等，同时推动
与澳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衔
接。在此基础上，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
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更将有力地促进
两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民生的持续
改善。

澳门经济局副局长刘伟明表示，在当

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下，许多国家和地区
以创新创业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策
略。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
台后，通过湾区城市间的互相合作，可为
区域间创新创业树立共同体理念，为各城
市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大平台。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还积极为居民融
入创新创业发展营造有利条件，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减少制约创业因素。2017年，
澳门特区政府带领双创者到大湾区了解
当地发展情况及自身城市定位。2019年
6月份推出专业顾问互换计划，为进驻不
同地区的青创孵化中心提供专业顾问
服务。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
特认为，背靠内地、外联葡语系国家是澳
门独特的区位优势。有了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作为支点，利用澳门自身所长，加快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怀有创业梦想的澳
门青年提供了更多选择。同时，通过落实
已有的中葡创新创业交流中心的平台功
能，为澳门、内地、葡语系国家的青创交流
合作夯实基础，能够帮助创业者“走出
去”闯出一片天地。

培养创新人才 开拓创业创新空间

澳门鼓励青年主动“上台爬梯”
本报记者 朱 琳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不断推出鼓励和扶持青年创新创业措施，营

造理想的创新创业环境和社会氛围，通过多元化渠道帮助有志创业者

在澳门发展。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澳门成功举办,有助

于进一步提升澳门的科普研发气氛。

由荷马国际、香港联合

出版集团、大湾区共同家园

发展基金主办的“创科1000

峰会”近日在杭州举行。500

余名浙港两地创科领军企

业代表、投资机构及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围绕“智能连

接浙港、科技驱动中国”主

题，共同探讨浙江香港两地

创科发展新态势，推动两地

经贸加速前行，实现两地科

创企业“并船前行”。

七月仲夏，两岸间也迎
来了暑期的温度，各种“热
议”热度不断。其中，既有两
岸交流合作的“热火朝天”，
也有居心叵测者热衷的蝇营
狗苟。

说到引发“热议”之事，
有三桩不得不提。其一是台
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过境”
美国，使出浑身解数大搞“台
独”苦肉计。不仅将大陆造
福台湾同胞的善意和诚意统
统屏蔽，对大陆持续推动两
岸交流合作为台湾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绝口不提，
而且用充斥谎言恶语的“台
独”脚本不断污蔑攻击大陆、
大肆鼓吹“两国论”，还利用
国际场合制造事端、大放厥
词。其二是美国宣布价值约
22.2 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
划。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个
数字比台有关部门先前评估
的预算足足多出200多亿新
台币。这无疑是蔡英文当局
卖力迎合美方，拿台湾百姓
血汗钱为自己交上的又一笔
巨额“保护费”。其三是民进
党当局启动所谓“选举查
察”，将大陆企业采购台湾农
产品列为“搜报”重点，还声
称要推动所谓“中共代理人”
修法。台湾内需市场有限，
农渔民常常为产品销路发
愁。民进党当局给大陆采购
台湾农产品这样的惠民之举
扣上“政治帽子”，完全是别有用心。

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暴露民进党当局为谋一党一己
之私，罔顾台湾人民利益和历史大势的真面目。几十年
来，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海
和平稳定事关两岸同胞安危福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
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任何挟
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都将自食恶果；任何打“台
湾牌”，妄图“以台制华”的招数也绝不会得逞。蔡英文当
局上台3年多来，施政毫无建树，却频出破坏两岸交流合
作的“小动作”，历史大势和人心所向是挡不住的，此种倒
行逆施必将遭到台湾广大民众的唾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夏天，多场大型两岸交
流活动轮番开展，暑期两岸交流合作的热度反映的是人
心所向。7月8日至12日，第十六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在
鄂举行。7月初，第十二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暨2019
年天津·台湾商品博览会在天津举办。许多参加活动的
台湾同胞表示，大陆有广阔的市场，他们有信心在这里发
光发热，实现梦想。

另外，越来越多台湾青少年也选择“登陆”，零距离感
受大陆的发展变化，饱览壮美河山。7月2日，中华全国
台湾同胞联谊会2019年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北京开
营，1300多名台胞青年分赴26个省区市，感受各地风土
民情和灿烂文化。类似的夏令营还有很多……

不畏浮云遮望眼，两岸关系好，台湾百姓才会好。大
陆实实在在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举措、“中国人要帮中国
人”的真诚善意正让两岸民众越走越近、越近越亲。两岸
经济交流合作的大势不会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
势不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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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2019珠海·横琴促进澳门
特色金融发展研讨会”日前召开，广东、澳门两地代表就
围绕推动粤港澳跨境金融合作，配合澳门发展特色金融
产业等主题开展了分享交流。

“珠海正以发展跨境金融为核心，以加强科技金融和
金融科技合作为两翼，推动在横琴建设跨境金融合作示
范区。”珠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曾吾同说，近年来私募
基金已在横琴形成高度聚集之势。截至今年4月末，在
横琴新区注册且完成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共计 538
家，管理基金总规模2541亿元，数量与规模在各省区市
排名中位列前茅；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共计1170只，管
理基金规模2893亿元。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顾广新介绍说，作为粤澳跨
境金融合作示范区的首要载体，建设中的澳门特色金融
服务基地将以发展跨境金融为核心，引进涵盖融资租赁、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等涉澳特色金融类企业以及相关行
业协会、服务机构等，输送到澳门集聚，支持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

横琴助力澳门特色金融发展

首届两岸花生节举行

近日，首届两岸花生节在福建省永泰县长庆镇举
行。拔花生大赛、花生 DIY 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
观、体验。图为游客在花生田埂上拍照。 （新华社发）

本版编辑 禹 洋

图 ① 在“ 创 科
1000 峰会”上，与会嘉
宾现场体验科创项目。

徐惠喜摄

图② “80 后 ”创
业者麦骞誉是香港路邦
动力有限公司创办人，
已创业13年，从事机器
人应用研究。粤港澳大
湾区为他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 （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③ 最近，中科院迎来了一
批香港实习生。这49名香港大学生
将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计算所、物理
所等研究机构实习6周，参与科研实
践、科普讲座、素质拓展、参观交流
等实习课程。 （新华社发）

图④ 嘉宾在“创科1000峰会”
上演讲。 徐惠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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