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購地拉那機場 光大看好「帶路」收益

■陳爽強調收購機場項目既能賺錢，又
能滿足國家需要，形容是雙贏局面。

曾慶威 攝

交流團甫抵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國
際機場，即展開參訪，這也是此行
的首站活動。地拉那國際機場獲香
港光大控股收購，是歐洲首個由港
企全資擁有的機場，更是本港跟
「一帶一路」直接相關的一項重大
合作成果。
光大控股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陳爽

分享指，項目既能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亦符合公司利益，並能推動
當地經濟發展，達至互利共贏。
陳爽講解收購地拉那國際機場時指，

光大控股一直希望以「走出去」為己
任，「我們的目標是要併購國家所需，
同時協助中國投資者走出國門。」他續

解釋，

收購機場是屬穩定的投資項目，「地拉
那國際機場旅客人數每年約有10%增
長，目前阿國的整體經濟雖未算蓬勃，
但我們看準其在旅遊業方面潛力很
大。」
阿爾巴尼亞風光美麗，曾被評為全球

10大旅遊國第一名，被鄰近國家視為度
假勝地，發展機場大有可為，而該項目
回報亦相當吸引。
對於「一帶一路」倡議，陳爽指部分人

存有誤解，「以為是國家單方面付錢，甚
至『捐助』他國的行為，」但實際上企業
能從有關投資中賺錢，同時配合國家需
要，形容是雙贏局面。他又指，目前阿國
的基建設備仍有改善空間，而基建是推動
經濟的先決條件，希望該機場項目能起帶
動當地經濟的作用。而因應目前「一帶一
路」涵蓋陸路與水路，陳爽期望進一步

開發沿線國家的「空路」市場，配
合飛機租賃及維修等項目，

為打造「空中絲綢
之路」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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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那國際機場由香港公司地拉那國際機場由香港公司
光大控股收購光大控股收購，，是歐洲首個由是歐洲首個由
香港企業全資擁有的機場香港企業全資擁有的機場，，也也
是本港跟是本港跟「「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家直國家直
接相關的一項重大合作成果接相關的一項重大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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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巴爾幹 「帶路」用心看
主辦方盼港生貢獻國家 特別感謝姜瑜大使周密安排

「一帶一路」不僅講求經貿文化
合作，更對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
局勢發揮積極的影響作用。對部分
曾經歷戰亂的「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人民而言，他們最渴求和平。經
過此行，不少香港學生都對「一帶
一路」倡議推動和平進程所發揮的

重要作用，有了更深體會。

波黑：經歷戰亂重創經濟
同學們從中國駐波黑大使館臨時代辦

李彧杰的講解得知，波黑1992年獨立
後，即爆發了歷時近4年的內戰，縱然
戰爭已結束，但戰爭留給當地居民的傷
痛仍未消除。當地經濟受到重創，失業
率高達40%，民眾生活清貧，治安狀況
變差，道路及能源等基建項目停滯。據
資料顯示，波黑2015年的GDP只有歐
洲平均水平的28％，位列歐洲最窮國
家。因此，和平發展對波黑人民而言彌
足珍貴，也是他們的一大期盼。
團長姜在忠在波黑孔子學院致辭時曾

提及，薩拉熱窩市容美麗，但細看個別
建築物卻能發現彈孔痕跡，讓他想到保
持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而「一帶一路」
可以讓中國及相關國家拓展經貿往來與
文化交流，讓雙方互利互惠，其所帶來
的正面效果，將能促進地區及世界和
平。

港生：珍惜和平守護和平
對此，港生們亦有同感。樹仁大學歷

史系四年級生韋卓賢道，從以前修讀歷

史至此行親歷其境，得知波黑經歷戰火
洗禮，人民飽受戰亂所害，慶幸自己身
處和平社會，應珍惜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二年級生邱麗

鳴認同和平非常寶貴，「尤其此行先
後到訪多個國家，她們有些和平穩
定，有些卻經歷戰亂致經濟停滯不
前，兩者比較下更見差異，深切感受
到戰亂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讓
她明白守護和平的重要性，認為所有
人都應為此而努力。她續指，此行認

識到「一帶一路」倡議是個歡迎不同
國家參與的包容性政策，透過不同領
域合作取得互利共贏，相信這對促進
和平能起正面作用。
未來之星舊生會會長何俊賢指出，

「一帶一路」理念是「政治互信、經濟
融合、文化包容」，當中合作共贏、共
謀發展的理念得到大眾積極響應，相信
這個倡議「落地」後能有效解決各地供
求，將巴爾幹國家連結起來，從而促進
世界和平發展。

睹戰爭傷痕 悟和平寶貴

一眾來之星同學於是次交流團
獲益甚豐，尤其透過跟當地學生
及中資企業員工交流，認識國家
於世界的影響力不斷提升；有同
學則注意到，巴爾幹半島人民對
學習中國文化與漢語非常熱情，
讓自己對國家強盛有了更深更真

切的體會。
科技大學工商管理三年生祁鈺媛表

示，過往只對「一帶一路」知其大略，
亦發現不少港人以為那與自己沒關係，
更不必說要尋找商機。而經過這次巴爾
幹之旅後，她看到香港的獨特優勢，
「不但擁有多元化的種族和宗教，更是
中西文化交匯」，而香港也有大量熟悉

沿線國家的法律及慣例人才，國際業務
拓展經驗豐富，可望於「一帶一路」戰
略中發揮重要的中間人角色。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四年生朱朗然分

享指，參觀當地中國企業承包建造的
火電站讓他感受最深，「作為團中少
數的工科生，我較其他團員更容易理
解中國工程師的講解內容，而在交談
的過程當中也深深感受到工程師的抱
負與熱誠。」他續指，看見他們運用
工程的知識改變世界、造福社會，不
禁燃起學習動力，期望未來能善用工
程學知識，為本港及國家作出貢獻。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一年生潘怡引

述有波黑學生曾對她說，中國對他們而

言是個「希望」，「學習中文對他們而
言能有效加強個人競爭力，擴闊就業機
會，進而提升生活素質。」另有曾到中
國交流的當地學生，對中國文化及人民
的熱情好客讚不絕口，讓她感受很深。
她又提到，當地不少學生指因學分制度
不同，而打消前往香港及內地學習的念
頭，期望有關方面能作改善，讓年輕人
可更緊密及更深入的聯繫了解，進一步
做到「民心相通」。
中文大學工商管理三年級生霍嘉欣分

享指，當地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叫人
難忘，除學習中文外，也有報讀功夫、
書法和中樂等課程，顯示中國文化軟實
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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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祖國強盛 冀為國效力

■■朱朗然朱朗然（（左左））跟當地工程師跟當地工程師
交談交談。。 李贊銀供圖李贊銀供圖

是次未來之星交流團，獲得中國駐
巴爾幹三個大使館大力支持及肯定，
其中中國駐阿國大使姜瑜認為，活動
為香港大學生提供一個開拓視野、增
長人生閱歷的機會，而中國駐波黑、
塞國大使館的臨時代辦也寄語港生抓
緊「一帶一路」機遇，參與其中，發

揮所長。
姜瑜分享指，自出任駐阿國大使以

來，深深感受到中阿友好獲兩國社會各
界支持。去年中阿共簽署了八個領域的
合作文件，說明兩國關係不斷深化。她
續指，隨着中阿合作項目不斷增加，懂
得兩國語言文化的人才愈見重要，青年
學生交流不斷增加，「當地孔子學院自

成立以來，學習漢語人數節節上升，去
年有200多人，今年校方告訴我是有600
多人，同時當地亦有五所中小學開設了
漢語課。」另一方面，北京亦有大學開
設了阿爾巴尼亞語課程，並派學生前來
學習。
姜瑜深信，香港有國際人才與經驗，

綜合實力優秀，可望於國家發展中發揮
優勢，同時促進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交往
與合作。她又讚揚是次交流團「為香港
大學生提供一個開拓視野、增長人生閱
歷的難得機會」，所以沿途三個大使館
都盡力配合設計行程及溝通協調，希望
同學們能看到各國精華所在，透過跟當
地不同人士見面交流，能有更切身體

會。
中國駐波黑大使館臨時代辦李彧杰表

示，當地對包括醫生及工程等多方面人
才非常渴求，機遇處處，而「一帶一
路」倡議提供廣闊的平台，相信學生此
行所獲，將來必有用武之地，期望他們
透過交流跟波黑學生建立好友誼，充當
兩地「使者」。
中國駐塞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盧山稱讚

未來之星同學非常優秀，鼓勵他們多了
解國家發展，認識中國跟世界的合作，
因這在未來世界發展而言絕對是個重大
課題，期望同學們能抓住機遇，「投身
到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一帶一路）之
中。」

外交官寄語學生：抓機遇拓前程 為兩地「建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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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彧杰期望學生充當友誼李彧杰期望學生充當友誼「「使使
者者」。」。 李贊銀供圖李贊銀供圖

■■盧山鼓勵未來之星同學多了解國盧山鼓勵未來之星同學多了解國
家發展家發展。。 李贊銀供圖李贊銀供圖■■姜瑜姜瑜（（中中））與青年親切交流與青年親切交流。。

是次「一帶一路」交流團獲港區省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鼎力贊助，聯誼會
主席兼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
霞提到，未來之星這次「走出去」意
義重大，香港年輕人把握機會擴闊視
野，回來後應與朋輩分享心得，讓更
多人認識「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及

機遇。
「『一帶一路』是國家重大戰略，遺憾

港生似乎了解不多，認知尚待加強，」陳
清霞指，是次交流團的30人是從近500名
申請者中選出，他們先要參加「一帶一
路」專題講座，提交報告並通過相關面
試，始能「走出去」，實地踏足巴爾幹半

島體驗「一帶一路」發展。
她表示，雖然並非所有報名者能真正出

發交流，但在準備報告及面試的過程中，
相信已能讓他們萌生學習「一帶一路」倡
議的念頭，「至於獲選學生更能親身考察
『一帶一路』重點合作項目、與大使館主
要官員見面和跟當地學生交流，這些都是
一般旅遊團不能體驗的寶貴學習機會，」
期望大家回來後更能將所學所得跟同學分
享，帶來更多積極影響。
陳清霞又強調，「一帶一路」確能為

香港年輕人帶來實際就業機遇，並以其
法律專業為例作進一步解釋，「『一帶
一路』的不同合作項目涉及很多法律事

宜，香港優勢
包括可以提供
國際化的法律
服務，更能爭
取成為國際仲
裁中心」，加
上「一帶一
路」中還涵蓋
貿易、投資、
基建、文化等
方面的合作，
只要學生掌握
得宜，就能在當中找到發展機會，大家
應該在就學階段認識機遇、做好準備。

陳清霞：「走出去」意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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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霞指陳清霞指「「走出去走出去」」意義意義
大大。。

在交流團行程中，阿國、波黑與塞
國的大學生積極與到訪的香港未來之
星同學互動聯誼，分享自己對中國發
展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有當
地學生直言，「一帶一路」能增加就
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於
國家合作及個人發展層面都有良好影

響。
塞爾維亞大學中文系四年級生康斯坦丁

（Konstantin）與港生分享指，自「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以來，包括工廠在內的中資
機構數目增加，製造大量就業機會，大大
改善了社會經濟與民生。另有塞國學生
指，當地經常可在電視中看到「一帶一
路」議題，尤其早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前
往進行國事訪問，對「一帶一路」報道更
加詳盡，了解自然更深。
剛學習普通話三個半月的塞國學生杜

山（Dushan）亦指，隨着中國經濟實力
不斷壯大，學習中文是未來大趨勢，若
兩地持續增加商貿合作，將可大大推動
經濟發展。
學習中文已七年的塞國學生Katrina，

曾到北京中國傳媒大學短期交流，她深
信「一帶一路」能促進當地經濟，期望
未來有機會再次到訪中國，了解更多中
國文化。

增就業促經濟 當地生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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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一帶一路」交流
團由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
團主席、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親任
團長，帶領一行30名本港
精英大學生前往阿爾巴尼
亞、塞爾維亞和波黑三國

交流。10日的行程涵蓋經濟、
政治、民間青年聯誼等內容，
讓港生全方位了解「一帶一
路」倡議如何帶來正面影響。
交流團抵達阿爾巴尼亞的首

站便考察了地拉那國際機場，
它是由香港光大控股收購，是
歐洲首個由港企全資擁有的機
場，更是香港跟「一帶一路」
地區互動的重大經濟項目。
其後則與當地爭取一體化社

會運動黨副主席及黨員會面，
認識阿國政治生態與社會狀
況，並於中國駐阿國大使姜瑜
見證及參與下與地拉那大學孔
子學院學生聯誼。
交流團及後到達波黑首都薩

拉熱窩參觀，與當地大學生交
流，獲中國駐波黑使館臨時代
辦李彧杰盛情款待，此外又考
察了當地由中國企業承建的斯
塔納里火電站，及與中國華為
公司巴尼亞盧卡辦事處員工交
流，認識中資企業在當地發
展。

一眾未來之星學生於平安夜來到塞爾
維亞，考察了科斯托拉茨火電站及跟當
地學生聯誼，又獲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
臨時代辦盧山接見及講解「一帶一路」
於當地實施情況。
同學亦有機會參觀「一帶一路」重要

合作項目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海大橋和卡
萊梅格丹公園，以及當地被炸中國大使
館舊址，重新認識這段慘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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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交流團獲特區政府「『一帶一
路』交流資助計劃」資助，於去

年12月18日至27日在巴爾幹半島的三
個國家展開。未來之星大學生在一連串
參訪交流活動中，不僅領略了當地風土
人情，還直觀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帶一
路」偉大倡議為當地帶來積極而正面的
影響與改變。
今天，本報闢專版邀請多名學生暢談
此行的體會與感想，並圍繞此行的目
的、意義、成果進行報道，以學生的所
見所聞、真情實感詮釋香港青年與國家
大戰略之間的聯繫和共鳴。
「我們這個交流團是要了解、考察中
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沿線國家的實施
情況，也幫助香港青年參與其中，」團
長姜在忠指，深信此行已令香港同學們
更深刻了解「一帶一路」，並啟發他們
思考未來如何把握有關機遇。

「我們要『從外往內看』」
在交流團出發前，姜在忠曾勉勵學
生，要好好珍惜此行機會，擴闊視野，
沿路保持思考與觀察。10日旅程中，同
學們用心去看、去聽、去感受、去思
考，認識了解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
倡議的積極反應、配合與期盼及對中國

發展的欽佩和嚮往。正如姜在忠所說，
「以往我們想要認識中國，便要往內走
一趟；如今我們要做的是『從外往內
看』，透過其他國家對我們的評價，認
識國家的發展與強大。」
姜在忠續指，「一帶一路」重點之一
是「民心相通」，是次活動，既是參與
的香港青年與帶路沿線國家青年交流的
一個良好開端，也是港生認識「一帶一
路」深層內涵的絕佳機會，讓大家認識
到，「一帶一路」既着眼於發展經貿與
文化交流，同時亦有助促進和推動地區
和平穩定局勢的構建。
他並期望考察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力，

能進一步推動內地及香港企業投身「一
帶一路」，促進更多互利共贏的合作。
他又強調港青對「一帶一路」建設至
關重要，提醒同學們回港後延續此行收
穫，結合香港環境與自身專業，好好思
考人生方向，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為個人規劃目標，對國家作出貢獻。

感謝中國駐三國使館
交流團活動全程順利展開，並取得豐
碩成果，得益於中國有關駐外使館的支
持和幫助。
姜在忠感謝中國駐阿爾巴尼亞、波黑

及塞爾維亞大使館的熱心幫助和周到安
排，令交流團得以參觀「一帶一路」中
資企業重點項目，並與當地學生面對面
交流，使同學們在短時間內深入了解
「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及其實施成
果。
姜在忠還特別感謝中國駐阿國大使

姜瑜，為推動交流團成行付出的努力
和在當地的周密安排。
他表示，若無她的鼎力幫助，此行

恐怕難以如此順利。
「姜瑜過往曾在香港工作，目前是中
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她對國家『一帶
一路』倡議有着深刻的了解，對香港和
香港青年也有特殊感情，十分樂於協助
香港學生認識『一帶一路』與中國國
情。」因此未來之星向姜瑜提及交流團
計劃時，雙方一拍即合，交流行程的策
劃和實施，姜瑜均積極參與，全力支
持。

讚陳清霞身體力行支持
姜在忠又感謝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
霞，感謝她在過程中給予的關注和支
持，身體力行推動交流團活動及會方贊
助。

為 幫 助 香

港年輕人認識

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未來

之星同學會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駐塞爾

維亞和駐波黑三國大使館的支持下，於去

年底舉行了為期10天的「青春啟航‧前

進巴爾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

團」，30名香港大學生遠赴當地參觀中

資企業的代表項目，又與青年精英座談聯

誼，感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眾的熱

情。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未來

之星同學會主席團主席、本次交流團團長

姜在忠指，交流團有助推動香港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寄語同學

們結合香港環境與自身專業，把握「一帶

一路」機遇，為個人規劃目標，對國家作

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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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交
流團在地拉那
國際機場大合
照。
李贊銀供圖

■未來之星交
流團參觀斯塔
納里火電站。
特約通訊員
李贊銀供圖

■■姜在忠姜在忠（（左左））感謝姜瑜鼎力支持感謝姜瑜鼎力支持。。 李贊銀供圖李贊銀供圖

■■波黑孔子學院大學生現場展示中國書法波黑孔子學院大學生現場展示中國書法。。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交流交流
團學員與塞爾維亞當團學員與塞爾維亞當
地大學生親密交流地大學生親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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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行巴爾幹半島之旅後，祁鈺媛看見了香港人
才的獨特優勢，相信港人能在「一帶一路」發揮重要
作用。 李贊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