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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致辭時表示，未來五至十年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
、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必須更加
重視發揮科技與創新的作用，為振興中華、繁榮香港努力。

路甬祥續指，站在新發展起點上的中國，面臨一系列嚴
峻挑戰，因此，他提出以科技創新為支撐的八大戰略體系，
包括構建自主、安全、可持續的能源與資源體系，大幅提高
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實現能源供給基本立足國內；構造
智能製造體系，加速材料和製造技術的綠色化、數字化、智
能化和可再生循環的進程；構建普惠的信息網絡體系；構建
生態高值農業和生物產業體系，促進農牧業結構升級和生物
產業發展；構建普惠的健康保障體系，將當代生命科學與我
國傳統醫學優勢相結合，推動醫學模式由疾病治療為主向預
防為主轉變；構建生態與環境保育體系，提升生態環境監測
保護修復能力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能力；構建空天海洋能
力新拓展體系；構建國家與公共安全體系，發展傳統與非傳
統安全防範技術，提高監測預警和應對能力。

科技創新支撐八大戰略
談及兩岸三地如何 「攜手合作，振興中華」，路甬祥表

示，香港和澳門回歸以來，已成為國家科技創新領域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中央政府將圍繞國家 「十二五」規劃和中長
期科技發展規劃，全方位、多層面繼續加強與港澳科技合作
，為港澳科技界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創造條件。

路甬祥透露，未來將加強前沿技術研究和產業合作，繼
續推動國家科技計劃對港澳的開放，鼓勵港澳科技人員參與
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申報國家人才計劃、鼓勵港澳與內地聯
合申請國家科技項目，繼續遴選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鼓勵港澳於內地高新園區建立技術轉移中心等。

與會的中文大學副校長徐揚生表示，該校與深圳大學合
作的中大深圳校區本月破土。香港在振興中國的進程中擔當
重要角色，包括教學和學術體系的借鑒，內地科研投入高速
增長， 「給香港高校帶來了巨大的機遇」。

中國發展論壇由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於二○○七年創辦
，本屆論壇主題為 「中國振興與可持續發展」，出席開幕禮
的嘉賓包括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和世界貿易中心協會（香港）
執行委員會主席伍淑清等。同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駐華
代表處區域首席代表柯文斯、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香港科
技大學校長陳繁昌、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香港理工大學
校長唐偉章、山東大學校長許顯明、澳洲悉尼大學校長邁克
爾斯賓塞等應邀擔任演講嘉賓。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
「當買一雙鞋比補鞋還便宜，循

環再生根本無從談起」。聯合國
工業發展組織駐華代表處首席代
表柯文斯（圖）於論壇上感嘆。
他認為，現今社會的浪費簡直不
需要成本。柯文斯樂見中國政府
近年將循環再生、可持續發展納
入政策， 「但執行力和管理能力
仍需要增強。」

城大研廚餘再造
香港亦不能免俗，不少寫字

樓中的冷氣永遠維持在不合理的低溫。城大校
長郭位透露，城大一天浪費的廚餘多達五千公
斤， 「現在校方在研發將廚餘變成其他產品，

但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
真正想見到的是減少廚餘」。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介
紹了該校所研究的智能樓宇自控
節能系統，目前，這個系統在香
港和內地均被採用， 「最高可以
節能百分之十八」，理大與內地
多家公司合作，並於深圳建立產
學研基地，將節能科技實現產業
轉化。

理大研節能系統
談及可持續發展未來的方向

，柯文斯說， 「以服務代替產品」或許是一個
重要形式，而對一些工業按照碳排放量徵稅，
也不失為一個讓浪費付出代價的方法。

【本報訊】數年前的時代周
刊有一幅經典封面，陰霾裡，一
隻大熊貓爬上白宮。當然畫中的
大熊貓並不可愛，反而有些可怖
。幾年過去，那幅畫的主題仍在
是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熱議──中
國威脅論。

長期在美國工作的城大校長
郭位（圖）用半開玩笑的方式，
證明中國威脅論不可能， 「中國
的決策層很多是學工科的，學工
科的人最理性最不會去傷害人家。還有，歷史上中國強大
的時候也是給人家佔便宜，自己很少佔人家便宜」。

鳳凰衛視評論員石齊平則表示，中國未來的發展，一
方面要持續推動各項改革，在經濟發展同時加強政策配套
，以防止社會 「硬着陸」，同時對外需要更高的外交智慧
，突破宣揚中國威脅論國家的 「軟包圍」。

【本報記者馮慧婷雲南麗江十六日電】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視察團一行今日完成在麗江的行程
，明日返回昆明。麗江市市委書記羅傑表示，今
年五月麗江開通直飛香港的航線後，麗江與香港
的交流合作的時空縮短，視察團此次訪麗江，既
是依法履職的重要活動，也是支持麗江發展的聯
誼之舉，期待可與香港各界共同推動兩地合作交
流。

視察團一行十五日抵達麗江，先後視察了束
河古鎮、麗江古城、木府、黑龍潭公園等，亦觀
看了大型民族服飾舞蹈詩畫《麗水金沙》，了解
雲南省內少數民族的民風民俗。麗江市政府十五
日舉行歡迎晚宴，向視察團一行表示熱烈的歡迎
，並介紹了麗江近年的發展情況。

麗江擁有舉世聞名的麗江古城世界文化遺產
、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以及東巴古籍世界記
憶名錄共三項世界遺產，享譽國內外。

麗江市市委書記羅傑介紹說，麗江自然風光
優美，民族文化豐富，民風淳樸，近年來在中央
以及省委的正確領導下，麗江市委、市政府，團
結帶領各族人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
牢把握西部大開發和雲南兩強一堡建設的重大機
遇，堅持把麗江的發展放到國際大背景、國內大
環境和戰略布局中，加快生態產業基地、清潔能
源基地、國際精品旅遊勝地、中國面向西南開放
橋頭堡的重要窗口，以及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
障的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以及
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不斷向前推進，確立了
把麗江建立成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文化繁榮優
良人文性質的和諧家園的目標。

近年來，麗江與香港的交往日益頻繁，合作
不斷深化，今年五月，更開通麗江直飛香港的航
線，為兩地交往提供更便利的條件。羅傑表示，
隨着兩地密切交流合作的時空縮短，親緣加深，

共同發展的前景更加廣闊。羅傑說，視察團蒞臨
麗江，既是依法履職的重要活動，也是支持麗江
發展的聯誼之舉，真誠期待考察團一行深入麗江
、關心麗江，多提寶貴的意見，共同推動麗江與
香港的合作交流步入新階段。

此外，視察團早前在騰冲視察了和順古鎮、
國殤墓園、北海濕地、地熱公園等，不少代表均
認為，騰冲具有發展旅遊業的潛力，但只有深圳
等幾個城市開通騰冲的航班，交通網絡有待完
善。

今轉赴昆明視察
視察團一行明日將啟程返回昆明，了解現代

新昆明總體規劃及滇池湖濱生態建設情況、視察
官渡區人民檢察院和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環保法
庭等，並會舉行意見反饋會，向雲南省政府提出
建議。視察活動將於十九日結束。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致力為祖
國培訓人才的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昨晚在
中環四季酒店隆重舉行成立三十周年慶祝酒
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
辦主任彭清華及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擔
任主禮嘉賓。逾二百人出席酒會，氣氛熱烈。

逾一萬八千人受益
三十年前，霍英東、鄭裕彤、李兆基和

方潤華等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共同成立香港

培華教育基金會，出錢出力，為國家培育領
導人才。基金會主席李兆基昨致辭時表示，
培華一直以 「一傳十，十傳百，四兩撥千斤
」 的槓桿原理，為國家培訓人才，過去三十
年，共資助、主辦或協辦了五百六十七個教
育項目，受益人士已超過一萬八千人次，學
員遍布全國各地。

李兆基續稱，今時今日，中國已一躍成
為世界強國，對培華來說，能為國家興盛出
一分力，造福萬民，無疑是最大的回報，使
他們感到萬分欣慰和自豪，亦推動他們繼續

努力，做得更多更好。他希望培華未來的工
作更進步，並祝願國家更富強興盛。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致辭時，讚揚
培華為中央統戰部培養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
才，其中有許多人先後走上領導崗位，為國
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骨幹作用，更為加強
民族團結，及促進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和穩定作出重大貢獻。隨後，李兆基和培華
常務委員會主席霍震寰等領導層，與主禮嘉
賓互贈紀念品，祝酒和合唱 「培華之歌」 ，
場面熱鬧。

第三屆中國發展論壇及培華教育基金成立三
十年酒會，昨日於香港四季酒店舉行。海內外近
二百名政、商、學界嘉賓齊為中國發展獻言獻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兩院院士路甬祥在
論壇上透露，國家將圍繞 「十二五」 規劃，加強
與港澳科技合作，未來兩岸三地合作機遇無限。

本報記者 成 野

柯文斯樂見循環再生納政策

港人代訪麗江 推兩地合作

港科技融入國家機遇無限
路甬祥：未來十年發展重要

▲視察團在木府俯瞰麗江古城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第三屆中國發
展論壇昨在港舉
行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路甬
祥作主題演講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培華基金會主席李兆基（左）、常務委員會
主席霍震寰（右）向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贈
送紀念品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培華基金會主席李兆基（右）、常務委員會
主席霍震寰（左）向特首梁振英贈送紀念品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培華基金會主席李兆基（左）、常務委員
會主席霍震寰（右）向中聯辦主任彭清華
（中）贈送紀念品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培華成立三十周年慶祝酒會冠蓋雲集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郭位：中國威脅論不存在

培華30年為內地培訓大批人才

▲視察團在黑龍潭公園合照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