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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可培育第二個高錕
陳蔭楠：發展科技需政府牽頭

日月開新元，天地又一春。
剛剛跨入2012年的河南省會鄭州，雖說寒風

依然料峭，但在參加河南省 「兩會」的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的心中，卻是春潮湧動。今年河南
「兩會」的一個重要議程，就是審議《河南省建

設中原經濟區綱要》。這一訊息，就像一縷和煦
的春風，吹拂着中原大地，激盪着河南億萬人民
的心。

河南的發展，特別是中原經濟區建設，始終
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家各部委的高度關注
與大力支持。胡錦濤總書記視察河南時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河南 「努力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
溫家寶總理明確提出： 「河南是中國的縮影，也
象徵着祖國的發展，我對中原經濟區建設、對河
南發展寄予厚望。」

《國務院關於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
區的指導意見》的出台，標誌着中原經濟區正式
上升為國家戰略。建設中原經濟區，是國之大事
、省之大計、民之大業。即將出台的《河南省建
設中原經濟區綱要》，承載着中原兒女美好的願
景，寄託着華夏祖地的復興期盼，牽動着億萬民
眾的福祉。

「中原熟，天下足」。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
、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 「三化」協調發展，是中
原經濟區建設的核心任務。 「糧食怎麼保」？河

南將糧食優勢轉化成產業優勢，將
「中國糧倉」轉變為 「國人廚房」

，湧現出三全、思念、雙匯、白象
等龍頭企業。2011年，河南實施食
品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設立食品
工業升級專項資金、農業產業化專
項資金和農業開發產業投資基金。

三全創始人陳澤民代表說，中原經濟

區建設為食品工業帶來了新機遇。食品工業涵蓋
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對河南來說，食品工業
也是與農業關聯最直接、見效最快的產業。一個
村裡的小型食品企業，可以解決農產品銷售、農
民就業、土地流轉，甚至是農村城鎮化這樣的大
命題。

河南是中國第一人口大省，勞動力總量佔全
國1/12。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提出破解 「四難」
，其中， 「人往哪裡去」是一道沉甸甸的命題，
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廳廳長郭俊民代表介紹，一年來，河南省廣開
就業渠道，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
轉移就業總量達到2465萬人，越來越多的人實現
「家門口就業」，省內轉移就業人數首次超過省

外。
2011年，河南省簽約項目總額達到1萬億元

、利用外資達到100億美元、利用省外資金突破
4000億元，均為歷年之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和
增幅均居中部第一位。同時，中部第一個綜合保
稅區也於年底正式封關運行，世界最大代工企業
富士康順利入駐……河南省商務廳廳長李清樹代
表說，2012年，河南要引進世界500強企業10家
以上，國內500強企業25家以上，建立境外產業
園和面向省外的產業園，針對特色產業，建設
特色產業園，建設 50 個對外開放示範產業集聚
區。

建設中原經濟區的大背景下，河南抓住了新
一輪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河南省工信廳廳長楊
盛道代表告訴記者，全國有兩個產業轉移對接會
，中部在河南、西部在新疆。河南連續兩年與工
信部共同舉辦產業對接，年年碩果纍纍。2010年
，簽約 1300 億元；2011 年，簽約 3600 億元，當
場簽約1800億元。產業對接，不僅引來了金鳳凰

，還引來了金點子。今年，河南將聯手工信部再
次舉辦第三次產業對接。

南陽是河南的人口大市，可以說是河南的縮
影。南陽市委書記李文慧代表說，在建設 「開放
富裕魅力和諧新南陽」的征程中，每一個人都應
當躬身力行，奮勇向前。南陽將抓住承接產業轉
移的大好時機，堅定不移地以大開放帶動大發展
。堅持 「三化」協調推進，把工業發展作為最核
心的任務來抓。抓住籌辦第七屆全國農運會的機
遇，做大做靚做強城市。

太極故里，山水焦作。由黑色印象轉為綠色
主題，焦作市在轉變中提升，走出了資源枯竭型
城市的轉型之路，2011年，焦作外貿出口額位列
河南省第二名，僅落後於省會鄭州。焦作市委書
記路國賢代表說，機遇當前，唯有加快發展。要
緊密結合焦作的特點和基礎優勢，着力打造新型
工業城市、國際知名旅遊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
市。

雲台山，創造了旅遊界的 「雲台山神話」。
雲台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局長韓躍平代表介紹，
景區發展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就業、
促進周邊鄉村致富，全縣以旅遊業為主的三產稅
收達到1.5億元，佔全縣財政收入的26.7%，支柱
產業作用顯現。中原經濟區建設為雲台山帶來新
機遇，他們先後與北京京能集團、世貿天階、連

雲港萬聯能源簽訂了50億元的雲台天階大型旅遊
綜合項目，與中國500強企業——河南建業集團
簽訂了總投資50億元的七賢鎮旅遊綜合服務區等
多個項目，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

一個地方要實現科學發展，關鍵在做，核心
在效。 「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實施項目帶動、資本
活市、人才興沁、環境贏商四大戰略，全力打造
百億產業集群，着力創建 『三化』協調發展示範
市。力爭 『十二五』末，綜合經濟實力穩居全省
前三強，躋身全國百強。」與山西晉城結成 「沁
晉之好」、經濟快速發展的沁陽市委書記陳敬如
代表的目標具體堅定。

慮之貴祥，行之貴力。歲月不居，天道酬勤
。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原兒女不再徘徊。圍繞中
原經濟區建設目標，各地各行業找準了自己的目
標和位置，代表和委員們認為，實現目標，關鍵
在做。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用四句話概括中原經
濟區： 「國之方略，厚澤中原，億眾一心；崛起
之路，三化協調，理應擔當；四面來風，天地之
中，風鵬正舉；八方給力，華夏祖地，力爭先
行。」

中原春來早！承天時、秉地利、聚人和，中
原兒女正以務實發展持續求進的鏗鏘步伐，昂首
踏上了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新征程！

中原春來早
本報記者 蔣 敏

科學發展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個強有力、
不可或缺的主心輪。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被讚譽
為世界 「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 「物流中心
」，但在科技發展的範疇，卻一直未有美國矽谷、
台灣新竹科學園等的世界一流科研基地。不過，香
港目前仍是吸引各地，尤其是內地精英的 「沃土」
。陳蔭楠說，試問世界上哪一間大學由成立起，僅
二十年便成為世界大學排名的前五十位？香港就有
一間，因為香港可以吸引全世界精英來港，這點仍
然是香港的 「window」（未來之窗）和機會。

陳蔭楠續指，雖然內地大學發展迅速，但在信
息自由流動、人才自由流動、資金的自由流動仍難
比香港。他強調，若吸引精英，則不能令其感到在
一個新環境受到約束。 「未來香港的機會，是與珠
三角一起發展，用香港吸引精英來做高科技研究，
在珠三角生產，面對（國內）大市場無人可及。」

港吸引精英 珠三角生產
他說，科學園吸引很多從美國 「功成名就」、

深造歸來的精英， 「香港八間大學，六間做科研，
六間中的三間名列頭五十位，只要我們繼續在全世
界招聘華人精英返來、繼續向大學投資做科研，始
終有機會培養出下一個 『高錕』」。另外，科學
園有三百五十間公司，科研人才資源本身也是足
夠的。

怎樣培養更多像 「星之子」陳易希一樣的 「未
來科技希望」？陳蔭楠認為，要多些創造機會讓學
生接觸科技，親自感受到科技發展，鼓勵其敢於創
新、敢於失敗，敢於重來。

陳蔭楠表示，有本港教授曾告訴他指，近幾年
讀理工科的學生不是讀書最棒的，成績優異者競相
選擇商科；但過去恰恰相反，理工科學生才是 「讀
書最叻」。面對修讀理工科的學生，他說，一個和
諧、持續發展的社會、快樂積極的社會，要讓這些
年輕人看到出路，若看不到，則社會變得消極。

須讓學生看見理工科出路
科技發展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掌舵手。陳蔭楠

認為，政府在這方面一定要牽頭，若無好政策，商
人也不願 「花錢來冒險」。他舉例指，為避險，有
商人選擇在國外投資一些科技產品的改良版本，而
非投資創新性的冒險產品。他指出，投資短線產品
不是長遠之道，尤其在國內會面對很大競爭， 「因
為大家都做得到──沒有突破，一定要有創新的里
程碑的，而不是科技的漸進式改變。」

「光纖之父」 高錕教授是香港科技界
的一朵奇葩，未來二十年香港有無可能再
出現下一個高錕？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
裁陳蔭楠接受本報專訪時肯定的表示，憑
藉香港的信息、人才、資本三位一體化的
自由流動，加上其高端科研優勢，可吸引
大批精英來港，在政府帶領下，連同珠三
角一齊推動科技，相信 「只要有決心，就
一定會出現。」

本報記者 王 欣

【本報訊】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
陳蔭楠表示，獲中央確認為 「國家綠色科
技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的香港科學園，
繼剛動工的第三期之後，未來將繼續尋找
更多機會與珠三角合作一齊推動綠色科技
產業。

剛啟動不久的科學園第三期，配合國
家綠色產業發展大趨勢，發揮國際平台的
特點，將集中力量打造國家級綠色產業基
地。陳蔭楠認為，第三期作為 「綠色表範
」，希望告訴南中國、亞洲甚至全世界一
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應怎樣運作和發展。
他續指，所有設計最終的原則是達到 「零
碳排放」，現時已運用至少十四種環保科
技，預計可減少能源消耗四成以上。

對於推廣綠色產業，陳蔭楠認為，只
在香港做不行，一定要結合珠三角， 「雙
方長短互補，是一個好特別的機會。到國
外推銷時，讓商家看到，我們用的是香港
的優勢，也是國家的優勢。」

香港科學園第三期已開始動工，預計
二○一三年至一六年落成。以已落成的第
三期藍本為例，新設計下每幢大樓每年可
節省高達八十八萬元，將創造約四千個就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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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不僅有益身體健康，更可
拉近家庭關係及保持開朗心態。患
有先天眼疾的電話接線員顏香山，
雖然看東西有困難，但對生活一直

抱着樂觀向上的態度，不斷突破自己，已到退休年
紀仍堅持跑步，更帶動妻子一起參加長跑活動。

顏香山一年前在醫院同事羅發顯的鼓勵下，參
加了由醫管局組織的新春長跑活動，從此與跑步結
下了不解之緣。一年來，他堅持每星期五與幾位
同事去九龍寨城公園跑步，有時亦會與妻子一同
鍛煉。

顏先生坦言，視物不清會給他帶來不便， 「有
時只看得清身前六七步內嘅嘢，上落樓梯同避行人
單車都會有困難。但係只要保持速度，跑得慢啲，
同埋跑多幾次熟悉下路線，其實都唔會有好大問題
。」

他的同事羅發顯佩服他的勇氣和樂觀的精神，
在去年的長跑活動中自願擔任他的 「領跑員」。
「我好佩服顏生，雖然他有眼疾，但從來都好樂觀

，好有勇氣。」
顏香山將與妻子一起參加本月二十九日舉行的

二○一二醫管局新春長跑，他希望這次可以在沒有
「領跑員」的情況下，同妻子一起順利跑完全程。

嘉咸街重建上半年招標
【本報訊】市區重建局繼剛截標的土瓜灣浙

江街／下鄉道重建項目後，中環嘉咸街 B 地盤將
緊接於三、四個月內推出招標，雖然近日樓市前
景不明朗，市建局行政總監羅義坤表示，招標計
劃原定安排不會受影響。

卑利街／嘉咸街重建項目分為A、B、C三個
地盤，B地盤是該項目首幅推出招標地皮，現時以
圍板圍封，原有舊樓清拆工作已完成。按照市建
局構思，該地皮將重建提供一百七十七個住宅單
位，及三萬二千平方呎零售空間，包括兩層臨時
濕貨街市及五千平方呎公共空間。

雖然近日樓市低迷，但羅義坤昨日出席市建
局活動時稱，該地始終是中區住宅地皮，相信市
場有需求，所以會如期推出招標。市建局預期，B
地盤重建大廈將於三年後落成，待現時於嘉咸街
上經營的濕貨檔戶遷入街市後，才推出餘下兩幅A
、C地盤招標。

為推廣讓市民認識嘉咸街這個百年露天市集
，市建局舉辦的《嘉咸市集．生活品味大放送》
活動昨日舉行啟動儀式。該活動舉辦至本月二十
四日，為期三星期，共有逾九十個攤檔商戶參與
。市民按每周主題到參與商戶攤檔消費，可免費
獲贈禮品。

▲天水圍人造草地球場設計圖

【本報訊】香港足球總會甲組球隊天水圍飛馬
憑着佳績被譽為 「甲級班霸」，民政事務局建議斥
資二億三千多萬元，在天水圍近濕地公園興建一個
面積約二點五公頃、適合用作十一人足球場或欖球
場的人造草地球場。當局預計建造工程可於八月動
工，二○一四年完成。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文件提出，民政事務局
建議在天水圍第一一七區天華路與濕地公園路交界
處的一幅面積約二點五公頃工地，興建一個設有有
蓋看台的人造草地球場，適合用作十一人足球或十
五人欖球之用；同時設有緩跑徑、階梯式綠化區、
遮蔭亭等。當局預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工程
計劃的預算費用約二億三千三百三十萬元。

文件又指，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今年度的施政報
告承諾會加強對本港足球發展的支持，並增建和改
善足球場。此外，由於元朗區人口多達五十八萬人
，加上元朗區青少年人數較多，區內卻只有兩個標
準足球場，當局認為區內足球訓練設施的需求殷切
，並相信這新設施有助發展區內足球運動。而新界
目前欠缺公眾欖球場，民政事務局亦相信新設的欖
球場地有助滿足新界區對欖球場的需求。

當局計劃於下月八日就工程計劃諮詢工務小組
委員會，並於四月十三日諮詢財務委員會。如獲財
委會批准撥款，建造工程預計可在今年八月動工，
二○一四年八月竣工。

◀科學園行
政總裁陳蔭
楠認為，香
港發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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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第三期將主要發展綠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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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公園旁倡建草地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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