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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遊「上海灘」 感受雙創氛圍
全面了解祖國發展 啟發兩地青年多元思維
由香港
大公文匯
傳 媒 集
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上海市人民
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共同主辦的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上
海創新創業之旅」9 日在滬拉開序
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四十餘名大專
院校學生將在滬進行為期 8 天的交
流，其間各人不僅可參觀東方明
珠、外灘等上海著名景觀，還會與
當地創業青年互動，啟發滬港兩地
青年的多元思維。

■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
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在滬拉開序
幕。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據介紹，今次港生不僅會參觀上海地標
性建築東方明珠，也會乘船遊覽黃浦

江感受滬上風情，還將到訪中國商飛集團、
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等地，體會上海科創建
設及創業環境。
在開班典禮上，上海市港澳辦港澳處副處
長黃菁表示，希望滬港青年從不同角度了解
內地發展，包括上海的歷史內涵和底蘊，對
上海有更全面客觀的認識。
黃菁指為了讓香港的大學生在 8 天裡最大
程度認識上海，是次行程內容將從國情與市
情、歷史與變遷、科技與未來、百年世博
夢、感受雙創與高新科技等多個方面展開活
動，同時還有來自上海多間高校的學生與港
生共同交流，「希望滬港青年人之間的友
誼、滬港這兩座城市的情誼，隨着兩地青年

的交流而延續和拓展下去。」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心主
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表
示，希望港生進一步感受國家發展以及內地
創新創業氛圍。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對外交流與培訓開發部
副主任劉根法認為，中國歷史悠久，中華文
化多姿多彩，港生應全面了解中國的發展，
而且內地充滿了創新創業的機會，冀港生融
入內地創新創業活動中來，有機會在這裡扎
根。

內地發展迅速 學習開闊視野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王靖然表達了對「創新
創業」之旅的期待。她指內地近年來的發展
非常迅速，上海正在建立金融及經濟中心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對外交流與
培訓開發部副主任劉根法和港生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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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遊覽黃浦江
港生遊覽黃浦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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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王靖然表示，希望
感受祖國發展，開闊視
野。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港生贈送團服。

等，香港的青年實在需要到不同地方學習，
開闊視野。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黃欣欣表示，今次
是她第三次參加未來之星活動，每次感受都
非常不同，「我去年參加過杭州的交流，這

次又來到上海，兩地不同的創新氛圍、不同
的發展機會都讓我收穫很多。」
遊覽過黃浦江後，港生們還登上了上海地
標建築東方明珠。港生黃楚峰表示，「上海
黃浦江夜景和香港維多利亞港很不同」，香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港夜景表現出時尚和先進感，摩天大樓林立
成一種獨特美景；上海夜景則既有舊時老建
築的古典美感，又有陸家嘴高樓聳立的現代
感，「感覺這種對比很有意思 ，很有韻
味。」

星動深圳實習 體驗內地職場
2017 「 星
動深圳．未
來之星—粵
港暑期實習
計劃」9 日正式啟動，來自香港 7 所高校的
12 名港生將在深圳進行為期 4 周的實習，近
距離體驗內地職場實況、行業特點及企業環
境，領略當地人文氣息，累積工作經驗和拓
闊人際關係。
為拓闊本港大學生職業規劃的視野，未來
之星同學會響應香港特區政府號召，與其他
青年機構聯合主辦「粵港暑期實習計劃」，
組織港生到廣東省多間企業實習，這是未來
之星同學會自「粵港暑期實習計劃」推出以
來，第三次參與主辦。

■港生向企業代表贈送團服。

迎來新機遇 深港有優勢
「星動深圳．未來之星—粵港暑期實習
計劃」實習團團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深圳新聞中心主任黎冬梅在啟動儀式上表
示，近年來祖國內地發展變化很大，隨着國
家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港生也迎來發展新機遇。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深港兩地有着獨
特的優勢，港生在金融和法律等很多專業領
域都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而深圳科技發展
優勢突出，港生在深圳實習期間，就可以見

■「星動深圳．未來之星—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啟動。
識便捷的手機支付等科技的魅力。
城大法律系三年級生鄭浩輝作為學生代表
發言，他指國家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綜合國
力與日俱增，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在國
際舞台上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香港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也面臨着極大的機遇和
挑戰。
他以自己就讀的本科法律系為例，愈來愈
多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以及內地企業在香

休學一年到蒙古 科大女生開眼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大學提供
不少機會予學生到外地交流學習，拓闊視
野和人脈，即將升讀香港科技大學環球中
國研究四年級的李芷欣，就因為參與國際
經濟學商學學生會（AIESEC）會務，獲
家人支持休學一年到蒙古履行職務，其間
更曾赴美國、日本和印度等 10 個國家出席
國際學生會議，並將世界各地經驗帶回蒙
古，與當地年輕人探討解決社會問題方
案。
李芷欣出身於科學世家，父母均從事科
研，但在大學選科時，細想自己其實更鍾
情於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故選讀了科大環
球中國研究，希望培育自己的國際視野。
她在大一時已參與 AIESEC 的活動，並代
表科大到蒙古出席學生會議；有關經歷令
她愛上了蒙古，其後更競選當地的 AIESEC 代表，成為首名來自香港的蒙古 AIESEC主席。
由於在當地履行職務需要休學一年，她
亦曾掙扎過，但其母親認為，「以後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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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設立機構的程序簡化，市場對香港律師事
務所的需求也因為內地經濟發展而增加，如
今就算在香港工作，熟悉內地的制度和工作
環境已必不可少。
在深圳實習期間，除了想體驗工作的樂
趣，也希望多了解內地市場，在畢業前好好
裝備自己，為生涯打好穩健的基礎。
來自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二年級生
潘桂權表示，香港回歸祖國 20 年，港生到

內地交流的機會也愈來愈多，很高興有機會
到深圳實習。
他認為深圳有許多創業企業，尤其是電子
服務方面發展比較超前，他本人在校期間也
曾和同學參與創業比賽，利用互聯網對接一
些服務資源，故這次和同學一起到深圳實
習，正希望能多了解相關的情況，吸收不同
經驗。
今次 12 名港生分別前往上海市錦天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深圳）律師事務所、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
團、深圳卓越商業置業有限公司和順豐等 4
間知名企業實習。
上海市錦天城（深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方亮表示，近年來香港和內地律師業界合作
日漸頻繁，律所也有許多和香港合作的項
目，他稱讚港生素質優秀，敢於邁出第一步
到內地看看，很有膽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
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即將舉行「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為此大會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及國情相關
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黑眼圈親善大使 居港破長壽紀錄
■ 李芷欣穿傳
統蒙古服飾代表
蒙古於日本主持
會議。
會議
。 科大供圖
再有機會，比現在更願意花時間」，故她
最終沒有放棄機會，其獲科大頒發「廖勝
昌海外學習獎學金」，支持她留在蒙古履
職。除在當地推動青年活動外，她於任期
內（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亦曾代表
蒙古到美國、日本、印度等地出席國際會
議，並將新觀點與思維帶回蒙古，及籌辦
高峰論壇，與當地年輕大學生討論政治、
社會及教育等議題，一同探討解決方案。

說到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動物，熊貓絕
對是其中之一。圓圓胖胖，又有點呆萌
的熊貓，不少外國人夢寐以求可以見到
其真身，香港市民很幸福，因為只要去
海洋公園就可以看到了。
1999 年，中央政府為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兩周年，送了兩隻熊貓到香港，也就
是大家熟悉的「安安」「佳佳」；到了
2007 年，中央再多送兩隻熊貓給香港，
分別是代表快樂的「樂樂」，以及代表
豐盈的「盈盈」。
四隻熊貓來香港後，都入住海洋公
園，享受五星級服務，好吃好住。這絕
不是在吹牛，牠們不但沒有水土不服的
樣子（畢竟香港的氣候和四川差很

遠），反而生活得健健康康。
2012 年的時候，34 歲的「佳佳」更榮
升為全球最老雌性大熊貓，相當於人的
100 歲，到了 2015 年踏入 37 歲高齡，成
為健力士紀錄中全球圈養中最長壽的大
熊貓，可惜在 2016 年，「熊貓瑞」終於
不敵歲月，與世長辭，享年三十八。
佳佳雖然走了，但老伴「安安」仍
在，1986 年出生的安安，下個月將慶祝
31 歲生日，在熊貓中也是屬於高齡一
族，不過健康狀況還算不錯。沒了「佳
佳」，獨居老人「安安」豈不很可憐？
大家不必為牠擔心，「安安」和「佳
佳」一直以來都是分居狀態，因為野生
大熊貓本來就習慣獨來獨往，沒有同居

的習慣。
另一邊廂，「樂樂」「盈盈」這對
「恩愛夫妻」，來港後肩負起開枝散葉
的任務，「盈盈」更一度懷孕，可惜最
後流產。根據協議，若果盈盈成功在港
誕下下一代，熊貓 BB 將直接成為「香港
永久居民」。希望不久將來，香港可以
再添幾名熊貓居民吧！
■文澄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資料，可瀏
覽 http://cnc.wenweipo.
com/，或掃描有關二維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