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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精准聚焦港澳青年创业的痛点、

难点、堵点，推出了面向港澳的青创贷，我有幸获

得了该项目的首贷，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香港

创业青年、广州空间优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

智诚对此心存感激。

出生于香港的陈智诚，经常跟随父亲往来于

广州、香港之间，对两地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广州南沙是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

区，有很多针对不同行业的港澳青创基地，有着

健全的服务机制和孵化体系。陈智诚选择了其

中一个基地——南沙城青创社区进行创业。

“这里不但帮我们解决了办公场地问题，还提

供了省、市、区各类政策的申报指导。”陈智诚说。

没有了创业过程中琐事的困扰，陈智诚对自

身价值、未来趋势有了更深的思考。

“广州南沙是无人驾驶的重要试点地区。在

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团队决定研发天轨智能充电

系统。”陈智诚透露，项目到现在有了小小成绩，

他也获得了“大湾区杰出创业青年”等荣誉称号，

并成为暨南大学的创业导师。

“作为创业导师，我想把我在南沙的体验

和经历分享给更多的港澳同胞、湾区青年。”陈

智诚说。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热度越来越高，和陈智诚

一样到广东创业、就业的香港青年越来越多。

2019 年，粤港两地政府主动谋划、顺势而

为，共同授牌并支持共建首批 10 个粤港青年创

新创业基地，完善青年创业生态圈，引导香港青

年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

今年 3 月，《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推动港澳人

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实施，为港澳人才到松山

湖创新创业开放绿色通道。

记者走访发现，不只东莞松山湖，粤港澳大

湾区内许多城市都推出了针对香港青年创新创

业的优惠政策。在珠海高新区，入驻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内的港澳企业，每年仅收取 1 元租金；

佛山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实现了港澳创客“拎

包入驻”……

创新创业一线不乏香港青年的足迹，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中也闪烁着他们的光芒。

目前，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广东已

连续举办 10 年，带动了 3400 多家港澳台企业同

台竞技，300余家港澳台企业落地广东。

香港青年
内地创业的“路”更顺了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香江学者计划学术年会上，大家总结了香

港回归 25 年以来，内地与香港在科技交流合作

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大家都对内地与香港的

科技合作赞不绝口，也都期盼以后继续加强合

作。”6 月 29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正

在香港大学做香江学者的朱特如是说。

不久前，朱特刚参加了香江学者计划学术年

会，会上来自香港各大高校的教授以及 2020届、

2021 届香江学者代表，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

畅谈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作。

“这些合作不仅有利于为内地培养人才，也

有利于香港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双赢的好事。”朱

特说道。

香江学者计划是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与香港学者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人才培养计划。朱特认为，该

计划是内地与香港合作培养人才的典型项目。

2021 年 2 月，在香江学者计划的资助下，正

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的朱特

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颜庆云的

课题组中开展科研工作。

朱特的研究领域是核材料辐射损伤，他的工

作主要是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正电子研究平台，

以及香港大学的先进工程材料研究平台，开展反

应堆材料的抗辐射性能和力学性能研究。

在他看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拥有

散裂中子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在

核能辐射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平台优势；香港在

材料设计、力学表征和材料塑性模型预测等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对于预测和评估核材料性能

和服役寿命，开发新型核材料具有很大帮助。

“我们实验定制的研究样品在内地用大科学

装置进行辐射后，会被寄到香港。科研人员在这

里分析样品辐射损伤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提高

其抗辐射性能。”朱特说，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双方

优势，做出更高水平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朱特注意到，科技部、教育部等

部门，近几年在香港投入了不少经费，用于建立

香港科技创新园、联合实验室、大湾区科技创新

中心，以及联合实施项目资助等。

“这些联合研究项目和平台，对于两地科学

家之间建立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合作具有直接促

进作用。”朱特期待，未来能进一步深化与香港科

研界的合作关系。

内地与香港
科技合作是双赢的好事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本报记者 刘 垠

中央非常支持香港

的科研发展，国家科研

资金可以“过河”到港，

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也积极参与国家的科研

项目。

林郑月娥

2018—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7 个基础前沿类重点专项和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先

后对港开放，香港 19 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获批成为试点单位，可自行牵头组织项目

申报。共有 17 个由香港高校牵头申报或

承担的项目（课题）获批立项，项目资助经

费达 1.38亿元。

2019—2021 年，共有 64 位香港科学

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立项资助 8770 万元。广东省科研经费

跨境拨付至港澳承担单位共 3.3 亿元（主

要为香港科研机构）。

这两组数据，只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科

技计划对港开放的一个缩影。国家科研

资金“过河”畅通无阻，越来越多的香港科

学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起大梁，香港创

科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科技部港澳台

办负责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香港创科表

示了关心关怀，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支持香

港创科发展，助力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

促进内地与香港科
技资源融通

2020 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吕维加教

授团队获得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

助 2744 万元，用于研究 3D 生物打印人体

组织与器官。

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积极支持香港科

学家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活动，香港创

科加速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不仅如此，国家支持香港科研发展的

政策措施也陆续出台：科技部、财政部等

部门出台了包括内地科研资金过境香港

使用、香港科研仪器设备入境内地免关

税、让香港人才更广泛参与国家科技建设

项目等政策措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放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予港澳年轻学

者申请……

“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开展直接资助

试点，打通了中央财政科技经费过境香

港全流程，为国家科技计划直接资助香

港科研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上述科

技部港澳台办负责人表示，国家进一步

放宽了内地人类遗传资源过境香港的

相关政策。4 家香港高校在内地的分支

机构获批成为人类遗传资源惠港试点

单位，可直接申请内地人类遗传资源出

境到香港用于科研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科技部还支持香港

在生命科学等优势领域建设了 16 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6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香港分中心、3 家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香港伙伴基地、2 家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与此同时，广东省还建

立了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南沙分中心，开

通了与香港科技园的网络专线，服务香

港用户超百家……

除此之外，促进内地与香港科技人员

交流方面的成绩同样亮眼。

2016—2021 年，科技部与团结香港

基金连续 6年举办 10期“香港创业青年内

地行”，累计邀请 3000 余名香港创业青年

参加。部分香港创业青年参观了内地 37

家国家高新区、134家企业。

支持香港建设国际
创新科技中心

“科技将会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表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特区政府投资 1500 亿港元用于支持

科研实验室建设等项目，推动香港创新科

技快速发展。

林郑月娥说，中央非常支持香港的科

研发展，国家科研资金可以“过河”到港，

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积极参与国家

的科研项目。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

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强调深化内地

与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高质量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这为香港创科发展带来

了更多机遇。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提法并不

是第一次出现。2017 年 6 月，24 名在港

两院院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

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

的巨大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

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优势，

为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

贡献，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

应有之义。

“科技创新是香港未来全面提升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十四五’规划

明确了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新

定位。”上述科技部港澳台办负责人表示，

科技部将以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

主线，以支持香港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为主题，助推香港科技力量进一步融

入国家创新体系。

不仅要充分发挥内地与香港科技合

作委员会机制作用，完善两地科技创新合

作的顶层设计和布局，加强两地科技资源

和合作需求的对接；同时还要促进人员交

流，提升创科氛围。

“我们将推动国家科技计划更大力

度、更大范围对港开放，支持更多爱国爱

港科研人员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任

务。加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仪

器装备、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等优质创新资

源对港开放力度。”这位负责人透露，科技

部将支持香港专家更多参与国家科技政

策研究、规划编制、战略咨询和重大项目

评审等活动。

“十四五”期间，如何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上述负责人表示，

科技部将着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资

源共享与产业互补，布局建设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引导和支持三地科创资源供需对

接，促进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记者了解到，科技部将进一步优化粤

港澳大湾区实验室体系，强化提升新兴产

业科技策源能力。同时，支持粤港澳大湾

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比

如，持续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港澳全

面开放，聚焦制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员

往来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的瓶颈和堵点，

推动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优惠政

策等。

科技力量：
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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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香港同内地加

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

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

自的科技优势，为香港

和内地经济发展、民生

改善作出贡献，是在香

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

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在
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
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