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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訪生科公司了解便攜檢測儀研發進度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到訪火炭一家本地生物科技初創公司，該
初創公司是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夥伴公司，它研發的
便攜式檢測儀器只須將微量樣本放在細小的晶片
上，便能於 15 分鐘內檢測出特定病毒，方便醫護員
即場進行檢測，及早作出診斷。

15 分鐘檢測出特定病毒
林鄭月娥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和香港科技
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陪同下，參觀該生物科技公
司設於火炭廠房的研發設施和自動化生產線，並聽
取負責人員介紹其研發項目以及產品商業化的進
度，以了解特區政府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近年如何支

援先進製造業，推進本港再工業化發展。
該公司早年進駐科學園後，與園內的研究所合作
進行研發；它在不同發展階段也得到政府的支援，
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超過 1800 萬元的資助，其中約
1200 萬元來自去年中推出、以配對形式資助的再工
業化資助計劃。
為擴展業務，該公司將進駐香港科技園公司在將
軍澳工業興建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增加生產線，
把研究成果投入工業化生產。中心預計於明年落
成。

再工業化須由原創研發推動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再工業化須由原創研發和

先進科技推動；為配合此發展方向，香港科技園公
司近年致力為科技企業及初創提供支援，並在工業
發展不同配套設施，包括精密製造中心、醫療用
品製造中心、先進製造業中心及微電子中心，合共
投放超過 90 億元，協助推動智能生產。
她說： 「本屆政府在推動香港創科發展不遺餘
力，我們積極在基建、土地、資金、技術、人才、
科研和開放數據多方面提供支援，並一直鼓勵以新
技術及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在港發展。我
深信以香港雄厚的科研實力，加上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再工業
化會為香港的經濟尋找新的增長點和創造優質的就
業機會，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林鄭月娥（左二）在創科局局長薛永恒（右三）陪同下，訪
問火炭一家本地生物科技初創公司。
政府新聞處

首派「即日籌」吸引長者排隊

「阿姐」籲踴躍接種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平穩，昨日新
增 2 宗輸入個案，亦是連續 52 天本地
零確診，至今累計共 11982 宗確診個案。全港 24 間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昨日起向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派發 「即日籌」 ，長者可在指
定時段在接種中心打針。政府外展隊昨日到將軍澳電視廣播城為
280 名職員打針，人稱 「阿姐」 的汪明荃亦有到場支持，並呼籲長
者踴躍接種。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輸入個案患者涉及
2 名 33 及 46 歲的男子，分別由坦桑尼亞及美國抵港。
其中美國抵港的男子曾於 3 月 17 日及 4 月 7 日在香港
接種兩劑復星新冠疫苗，並於 6 月 30 日在香港血液樣
本檢測對新型冠狀病毒刺突蛋白抗體呈陽性。
公告又指，中心前日接獲通報一宗於英國確診的個
案，涉及一名 46 歲男病人，患者於潛伏期曾居住的銅
鑼灣信德街 8 號香港珀麗酒店，已於前晚被納入強制
檢測公告，任何於 7 月 4 日至 28 日期間曾身處上述地
方內超過 2 小時的人士，須在明日或之前強檢。
另有 1 名經深圳抵港的男子，前往日本後確診。中
心指，該名 45 歲患者本月 7 日乘坐 JL0026 航班前往日
本，19 日出現病徵，翌日確診。中心已將患者於潛伏
期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即尖沙咀龍堡國際酒店和長沙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河南省連日來
暴雨成災，其中鄭州等城市災情嚴重。昨日繼續有
多個團體捐款賑災，至少籌得數百萬元，向受災同
胞表達關心慰問。另一方面，特區政府賑災基金諮
詢委員會，正積極與救援機構保持密切聯繫，以配
合災區需要提供賑災支援。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稱，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秘
書處一直就河南水災與救援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得
悉現時有數間機構正積極聯絡受災地區的政府部
門，了解災情和救援工作的最新情況，以配合災區
需要提供賑災支援。發言人續稱，有個別機構亦表
示有意短期內向賑災基金申請撥款，賑災基金諮詢
委員會會即時處理收到的申請，務求令災民早日得
到適切援助。

賑災基金可隨時提供支援
聶德權（中）和許濤昨日視察外展隊為 TVB 員工接種情況，期間聶德權與
「阿姐」 汪明荃（右）交談。
政府新聞處

連續 52 天本地零確診

各界踴躍捐輸
慰問河南同胞

灣億利工業中心 6 樓納入強檢
公告。
全港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昨日起向沒有在網上預
約的70歲或以上的長者派發 「
即日籌」，長者可在指定
時段在接種中心打針。其中，在荔枝角公園體育館的疫
苗接種中心外，昨早7時45分開始派籌前，已有大約20
名長者排隊輪候。有獨居長者早上大約 6 時已到場排
隊，指自己不懂得上網，故到場領取即日籌打針。

地區康健中心助市民接種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訪葵青地區康健中心，
了解中心與地區網絡醫生合作舉辦為長者提供的新冠
疫苗外展接種服務。她表示，為加強推動巿民接種疫
苗，中心透過不同媒介推廣並舉辦多場相關的教育活
動，以協助有需要人士，特別是長者，預約登記接種
疫苗。中心又與網絡醫生合作，提供外展疫苗接種服

務，市民接種疫苗後，中心護士亦會在隨後數天跟進
市民的針後反應。

外展隊為 TVB 約 280 職員打針
此外，政府外展疫苗接種服務隊昨日到將軍澳電視廣
播城，為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約 280 名職員接種復星疫
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
及非執行董事許濤，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顧問專家
委員會成員曾浩輝一起到場視察，並為接種人士打氣。
在外展服務進行期間，汪明荃亦有到場支持，她又
呼籲長者接種， 「其實老人家唔使驚，我都 70 幾歲，
打完咩問題都無！」她又說，自己一早便決定接種科
興疫苗，因知道科興對長者來說副作用較低，故決定
接種科興，她丈夫羅家英也會接種第二針。

因應河南省近日遭遇千年一遇暴雨，已有近千萬人
受影響，對當地生產、生活衝擊嚴重。香港中華總商
會日前舉行支票捐贈儀式，通過香港中聯辦向河南受
災地區捐款 200 萬港元，以協助受災地區同胞早日回
復正常生活，由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代表接受捐款。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遂發動捐款支援河南同胞，港
島聯各位架構成員帶頭捐獻，會員們踴躍參與。昨
日上午，港島聯將募得的 200 萬港元救災善款移交
香港中聯辦，由何靖副主任、港島工作部薛惠君部
長代為接收，並轉送河南省相關部門支援抗洪救
災，為災區人民提供幫助。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亦向河南災區捐款 20 萬
元。
此外，上海總會亦通過香港中聯辦向河南災區捐
款 100 萬港元，向受災同胞表達關心慰問。

2 軍事戰略文集發布

鄭若驊拜訪部委促進港法律界發展
今日將繼續在北京的訪問行程。

國安法實施後港社會回復正常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右一）昨午在北京外交部出席年
度交流，講解香港最新情況，左一是條約法律司司長賈
桂德。
政府新聞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昨日繼續北京的訪問行程，到訪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公安部、外交部和司法部，講解香
港國安法落實情況及促進法律界的專業發展。鄭若驊

鄭若驊昨日上午與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會
面時指出，香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回復成為一個和
平、理性和包容的社會，而完善選舉制度貫徹了 「愛
國者治港」的方針。
隨後，鄭若驊與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及副
部長陳思源會晤，她與隨行人員分別介紹律政司的工
作，並向對方講解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的最新情況，同
意必須要維護 「一國兩制」，防範任何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的行為及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夠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鄭若驊在會上也提出了
探討便利參與仲裁程序人士往來香港的安排。
同日下午，鄭若驊到訪外交部，與副部長馬朝旭及

條約法律司司長賈桂德會面。她指出由於疫情關係，
原定去年由律政司主辦的亞非法協年會將延期至今年
年底舉行，她也在會上介紹了國際組織落戶香港法律
樞紐的最新情況，並衷心感謝外交部的協助，促成香
港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及聯合國
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達成借調本地法律專業人才的計
劃。

簽署法治人才交流培訓合作
此外，鄭若驊也拜訪了司法部部長唐一軍，雙方簽
署關於法治人才交流培訓合作框架安排，開拓更多雙
向合作渠道。她感謝司法部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
執業考試和相關課程的政策，以及特別在香港設立試
場的安排，強調律政司會配合國家依法治國和加強涉
外法治的工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城大「HK Tech 300」批 650 萬種子基金
與華潤創業成立科創投資平台

65 隊初創獲 10 萬元種子基金

創首期一億港元資本科創投資平台
城大昨日亦與華潤創業簽訂合作備忘錄，由城大副
校長（行政）及城大企業有限公司常務董事李惠光及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陳鷹簽署，並由城大校
董會主席黃嘉純、城大校長郭位、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香港科技園公司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由香港現代軍
事出版社出版，張勇、魏軍民、張飛虎撰寫的軍事
戰略文集《戰爭中國》、《維穩中國》，昨日在香
港舉行新書發布會。作者之一張勇通過視頻表示，
撰寫系列文集的初衷，就是希望中國永久和平，更
希望中華兒女永遠不要忘記戰爭，只有居安思危，
牢記戰爭，才能夠真正的遠離戰爭。
出席新書發布會的嘉賓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香港現代軍事出版社社長黃祉穎，嶺
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歷史系教授劉智鵬，聯合出版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裁吳靜怡，大文集團副總
經理姜增和，原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兼亞視新聞總監
劉瀾昌，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永遠榮譽會長蘇永
安，鏡報社長徐世和，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等。

有效遏制在港「恐襲」苗頭
發布會上，黃祉穎介紹《戰爭中國》和《維穩中
國》是向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和中國人民解放
軍建軍 94 周年送上一份厚禮。中國從戰爭中走來，
也從戰爭保障了國家安全，從而獲得難得的發展機
遇。他稱，中國歷來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也不懼
怕戰爭，任何強加於我們的戰爭必將失敗，勝利永
遠屬於正義一方。
劉智鵬認為，作者從國際反恐的高度，結合國際
反恐鬥爭特別是中國反恐鬥爭的實踐經驗，具有很強
的現實意義，不僅對於在國際上和中國大陸反恐，而
且在港警惕和遏制本土 「
恐襲」苗頭，都意義重大。

【香港商報訊】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於 3 月宣布
撥出 5 億港元推行大型創新創業計劃 HK Tech 300
後，昨日進行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頒發儀式，總款
額高達港幣 650 萬元。城大亦與華潤創業簽訂合作備
忘錄，成立科創投資平台。

由城大設立的 HK Tech 300 以 「創科無限 引領未
來」為主題，為有志創業的城大學生、校友和年輕人
提供全面支援，包括創業培訓、10 萬港元種子基金、
100 萬港元天使基金、共創空間，與工商界建立網絡
等，旨在 3 年內成立 300 家由城大學生主導的初創企
業，投入的資金及計劃規模，均是亞洲區內大學之
首。
首兩輪 HK Tech 300 種子基金共有 65 隊初創隊伍
獲選，分別來自資訊科技和人工智能、生物和健康科
技、深科技、教育科技、商業應用和金融科技共五大
範疇，每隊各得 10 萬港元的種子基金，以支持團隊把
創意理念轉化為初創項目。
城大校長郭位表示： 「城大積極促進創新和知識轉
移，鼓勵轉化應用大學的傑出研究成果，貢獻社會。
很高興透過 HK Tech 300，幫助城大學生、校友和年
輕科研人員實踐他們的創新創業夢。」

由香港現代軍事出版社出版的軍事戰略文集《戰爭
中國》、《維穩中國》，在香港舉行新書發布會。

「凝聚民心」成立
冀修補社會撕裂
城大昨與華潤創業簽訂合作備忘錄，目標是攜手成立首期為一億港元資本的科創投資平台。 記者 馮俊文攝
主席查毅超、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
家禮共同見證。城大與華潤創業攜手成立首期為一億
港元資本的科創投資平台，兩者各承擔一半，以促進
HK Tech 300 初創企業項目產業化，孕育科創獨角
獸。

第三輪種子基金 9 月接受申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指，初創企業對創科發展
甚為重要，因為初創不單引入創新意念，更為創科生
態注入動力。城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表示： 「城大透
過與企業合作成立投資平台，揀選最優質、極具潛力
的 『HK Tech 300』初創企業進行投資，協助它們發
展成為科技企業龍頭，推動香港以至整個地區的科創

發展。」
由城大能源及環境學院的研究助理杜雨薇、博士生
朱毅豪等成員組成的初創企業 I 2 Cool，是其中一隊獲
選的初創隊伍，其宗旨為推廣嶄新的零耗能、低成本
及高效能的被動式輻射製冷塗料，透過將聚合物和納
米顆粒混合材料塗在建築物外牆，實現有效的降溫效
果。根據早前團隊的測試，使用塗料後可為冷氣機節
省 8 至 10 度電力。I2 Cool 憑此技術於 2021 年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獲得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
「HK Tech 300」第三輪及第四輪種子基金將分別
於 9 月及 11 月開始接受申請；預計於今年 9 月公布天
使基金的第一輪申請結果；由今年 8 月、10 月及明年
1 月，則開始接受第二輪、第三輪及第四輪的申請。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以個人名義，與一眾專業人士於昨日舉
辦記者會，宣布成立平台 「凝聚民心」，將在暑假
舉辦一系列活動，推動民生、文化等人心工程。她
認為要擴大愛國者的隊伍，守護好 「一國兩制」的
底線，又希望藉此修補社會撕裂，並就社會問題提
出建議。她說，平台打算推動成立 「復和專員」，
讓香港社會有回復和平的機會。平台在未來會陸續
宣布相關活動詳情。
梁美芬稱，香港歷經修例風波後，社會非常撕
裂，而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社會總算回復穩定
和平靜。有見社會撕裂仍然很深，要推動癒合社會
的工程，遂決定與來自不同專業界別、志同道合的
朋友成立平台。她希望平台做到追求夢想、世代使
命、神州承擔、國際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