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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召開領導班子會議 傳達學習五中全會精神

▲

香港中聯辦昨日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九
屆五中全會精神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實現香港再出發
【大公報訊】中聯辦昨日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
精 神 。 會 議 認 為 ， 全 會 提 出 的 「 十 四 五 」 規 劃 目 標 和 2035 年 遠 景 目 標 ， 高 遠 務 實
，令人振奮。會議指出，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當億
萬人民朝着宏偉目標邁進時，香港不能缺席、也不會缺席。要全面準確落實 「一
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引導廣大香港同胞切實增強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把握國家發展的歷史性機遇，積極參與國家 「十四五」 規劃，建
設國家創新科技中心，打造 「一帶一路」 功能平台，積極投身大灣區建設，更好
融 入國 家 發展 大局，以 香港 所 長服 務國 家 所需 ，實 現香 港 再出 發 。
11月2日，香港中聯辦召開領導班子會議，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會議傳達學
習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五中全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局
工作的報告，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的說明和《建議》，以及在第二次
全體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即將開啟的重要歷史時刻召開的一次
重要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發表的一系列
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新時代、新階段、新格局
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全會審議通過的規劃《
建議》，深刻指明了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指
導方針、目標任務、戰略舉措，對於動員和激勵
全黨全國人民繼續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推
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邁向新征程 香港不缺席
會議認為，全會提出的 「十四五」 規劃目標
和2035年遠景目標，高遠務實，令人振奮。我們
必須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

創科局局長
薛永恆：
特區政府將
繼續致力於吸
引國際人才推
動香港創科發
展，亦會加大
培養本地人才
的力度。

學習五中全會精神 推進港創科中心建設

科技界：港應主動搶抓發展機遇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京港學術
交流中心昨舉辦 「學習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推進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 網絡視頻會，
25名來自各科技領域專家學者為香港發展創
科建言獻策，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創科局局
長薛永恆等出席會議並發言。譚鐵牛強調，創
科對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中央政
府對創科的重視、對香港發展創科的支持力度
前所未有，香港發展創科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
。他希望香港社會把握發展大勢，主動搶抓發
展機遇，着力發揮獨特作用，積極融入發展大
局，協力推進基礎建設。

譚鐵牛：讓青年看到投身創科有出路
譚鐵牛說，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
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
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他認為，創
科對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中央政
府對創科的重視、對香港發展創科的支持力度
前所未有，香港發展創科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
。他希望香港教科界，一是準確把握發展大勢
，二是主動搶抓發展機遇，三是充分發揮獨特
優勢，四是積極融入發展大局，五是協力推進
基礎建設，積極參與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
助力國家科技自立自強。
譚鐵牛指出，發展創科是香港未來最大

的希望之一，創科界要先行一步，助力科技引
領經濟發展，亦要努力營造創新文化氛圍，加
大科研在香港社會的影響力，讓青年一代看到
投身創科有出路。

薛永恆：致力吸引培養科技人才
特區政府創科局局長薛永恆在會上表示
，在創科領域，香港自身既有優勢亦存在短板
，因此要與灣區各城市優勢互補，在當今世界
科創大賽的比拼中做出亮眼成績。特區政府將
繼續致力於吸引國際人才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亦會加大培養本地人才的力度。
創新科技署署長潘婷婷說， 「創新及科
技基金」 已推出17個不同資助計劃支持應用
研究項目的需要。政府希望增加聘用研究人
員的靈活性，亦鼓勵生產商在港設立新的生
產線。
本港大學校長、兩院院士、香港高校國
家重點實驗室及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
中心有關負責人，香港知名專家學者和青年科
學家代表等近50人參加座談會，二十五名學
者在會上分享心得。與會者一致認為，十九屆
五中全會提出的 「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
景目標令人振奮，香港教科界應深入推進與內
地的創科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國際創
科中心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工程院院士、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陳清泉：
香港要發揮好自身的基礎
研究優勢，在人流、物流、資金流
等方面與區域其他城市對接好，為打
造科創中心不懈努力。引進一批頂端人才
，從基礎研究開始，致力攻克 「卡脖
子」 技術，也希望政府重視從人
才培訓到就業的 「一條龍服務
」 ，讓香港年輕人看到前
途希望。

界的紐帶。香港在為內地帶去資金、技術、經驗的
同時，也收穫了廣闊的市場、分享了祖國發展的紅
利，成功實現了從輕工業城市，到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的轉型升級。僅從數據來看，香港人均
GDP從1978年的3900美元左右增長到了2019年的
48800美元左右，增長超12倍。可以說，香港為祖
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祖國的發展也成
就了香港的繁榮；改革開放，香港是見證者也是參
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毋庸諱言，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遇到
了一些困境。但囿於地域、經濟結構和體量、市場
空間等條件，僅靠自身力量，香港難以解決這些影
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融入

時，香港不能缺席、也不會缺席。要全面準確落
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
針，引導廣大香港同胞切實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把握國家發展的歷史性機遇，積極參與國
家 「十四五」 規劃，建設國家創新科技中心，打
造 「一帶一路」 功能平台，積極投身大灣區建設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
所需，實現香港再出發。
香港中聯辦職工也以多種形式學習了黨的十
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
香港的源頭創新、
基礎研究成果有目共睹，
要繼續保持優勢，讓基礎研
究與應用研究「兩條腿並行」，
源頭創新向高端看齊。香港研究範式接近國
際化，文化環境利於吸引外籍人才，香
港要在科研制度上進一步創新，向
灣區其他城市借鑒學習科研管理
優勢等，為灣區科創建設作
出更多貢獻。

中國科學院院士、
香港大學化學系主任
支志明：
香港人才濟濟，科研領
域有很多領軍人物，建設國際
創科中心，香港大有可為。香港
用地緊張，一定程度上導致科
中國科學院院士、
研機構與產品企業的交流不足，希望
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政府有所作為，促進香港與其他
唐本忠：
城市的科學中心、企業等的
全社會要重視科技產業、注重
交流，推動大型跨領域科
培養科研精神，要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
研的進一步發展。
究結合起來，為創科發展
營造更好的社會風氣和社
會文化。他相信，加強
香港與內地城市間的
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
人才溝通和往來，
、歐洲科學院院士、
對科研交流和兩地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郭毅可：
互動大有裨益。
香港具有吸引人才的良好

香港要破除
內地化

邊緣化
的迷思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
造 『一帶一路』 功能平台」 「高質
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完善便利
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近日，中共
中央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
神，相關負責人表示， 「十四五」 時期，中央將進
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有中央的支持，
有良好的基礎，有獨特的優勢，香港面臨千載難逢
的 「十四五」 機遇。然而，一些人卻危言聳聽，把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說成是 「內地化」 「邊緣化
」 。如此論調，似是而非，值得警惕。
歷史是最好的說明，也是最有力的證據。40多
年前，改革開放大潮湧動，香港成為聯繫內地與世

來論

徵新要求，準確把握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
新矛盾新挑戰，胸懷兩個大局，保持戰略定力，
辦好自己的事。要牢牢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清
醒認識前進中的風險和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
險意識，發揚鬥爭精神，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識
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
、於變局中開新局，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的新征程中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會議指出，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是國家不
可或缺的一分子，當億萬人民朝着宏偉目標邁進

專家學者籲融合發展

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
香港社會應把
握發展大勢，主
動搶抓發展機遇
，着力發揮獨特
作用，積極融入
發展大局，協力
推進基礎建設。

，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會議認為， 「十三五」 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決勝階段，面對紛繁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大格局審視大變
局、以大氣魄應對大挑戰，團結帶領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砥礪前行、開拓創新，奮發有為推進
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
得決定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全面依法治國取得重大進展，全面從嚴治黨取
得重大成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
快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
步，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社會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於世界東
方。

條件因素。香港的人工智能技術
基礎好，在國家的發展中有濃墨
重彩的一筆，香港應當繼續在
科研領域不斷開拓，加強與
灣區各城市合作，為國家
長遠發展做出貢獻。

國家發展大局，借助內地廣闊的市場、強勁的發展
態勢，為香港發展拓展新空間，這是國家改革開放
的客觀需要，更是香港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
香港命運從來都是跟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央一以貫之、真心實意地希望 「一國兩制」 方針
在香港貫徹好、實踐好。試想，如果香港變得跟內
地一樣，或是香港被邊緣化，那於祖國、於內地，
有什麼好處呢？有什麼意義呢？所謂的 「內地化」
「邊緣化」 ，根本是一個偽命題。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香港的優勢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香港的
特色只會繼續保持而不會被消解。
香港的今天，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腳踏實地
、奮鬥打拚出來的。也正是幾代香港同胞頑強拚搏

（大公報記者周宇整理）

、自信自強，讓香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
成為享譽世界的現代化大都市，讓東方之珠閃耀世
界。如此偉大的奇跡都創造過，香港有什麼理由不
自信？只要繼續發揚愛國愛港、自強不息、拚搏向
上、靈活應變的精神，香港有什麼理由擔心會被 「
內地化」 「邊緣化」 ？香港需要全球視野，也需要
國家視野，更需要自信自強。
時來易失，赴機在速。 「十四五」 機遇在前，
香港不能等也等不起，絕不能讓 「歷史性機遇」 成
為 「歷史性遺憾」 。香港各界人士必須與時俱進，
轉變觀念，調整心態，破除 「內地化」 「邊緣化」
的迷思，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努力搭上國家發
展快車。
（ 「人民銳見」 專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