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半港青不認識大灣區
居粵者認同國家勝居港 機構籲勿抗拒多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一個有關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的民調顯示，逾半港青

表示沒有聽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對計

劃的了解和關注程度，以5分為滿分計，受

訪者平均只有2.63分，表現一般。調查亦發

現，有在內地學習和工作經驗的港青，對國

家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認同程度，均比

沒接觸過內地的港青為高。進行調查的機構

負責人郭基煇指出，即使本港青年目前未深

入認識國家發展，但至少不應該抗拒去了

解，否則只會「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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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名本港著名華商二代傳人發起的香港廣
東青年總會和明匯智庫，與樹仁大學民調

與研究中心和廣東社會科學院合作，於今年6月
至9月進行民調，成功訪問833名香港青年和
321名在廣東學習或工作的港青。
調查顯示，在港受訪青年只有44.8%聽過大灣
區發展計劃，在粵港青更只有40.3%聽過。以1
分至5分評分，對國家的認同度，在港青年給出
的評分為3.73分；在粵港青給出評分為4.35分。
對大灣區的關注度，在港青年給出的評分為2.63
分；在粵港青給出的評分為3.96分。

曾智明：加強接觸消誤解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兼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要規劃，而香港是

大灣區重要城市之一，需要抓住這個歷史性機
遇。尤其是青年一代，更需要對大灣區有更多
的認識和積極參與，施展才華發展自己的事
業。調查顯示青年對大灣區的認識並不充分，
而接觸過內地的港青比無接觸過的港青，對國
家的認同更為正面，顯示加強港青接觸內地有
助消除誤解。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和明匯智庫將
與特區政府及所有關注青年發展的團體合作，
促進港青接觸內地，扶持港青往大灣區工作或
創業。

郭基煇：局限在港「走雞」
廣東青年總會民生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郭基

煇就調查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政府與青年團
體合作，建立大灣區資訊平台，讓港青可以通過

網站或手機程式，隨時了解兩地政府或各團體舉
辦的所有兩地合作交流計劃、大灣區政策，及在
大灣區工作、生活、娛樂信息等。
他又建議兩地政府成立配對大灣區創業基金，

資助港青往大灣區創業。他並建議內地政府給予
港青臨時身份證以便開設銀行賬戶，及進行網上
購物等，及設立廉租青年宿舍或住房補助，援助
港青在大灣區生活。
郭基煇強調，並不是希望港青都去大灣區生

活，而是鼓勵港青多了解大灣區，給自己的發展
多些選擇。大灣區市場龐大、機遇很多，港青若
將自己局限在狹小的香港，就真的「走雞」。
他認為，即使本港青年目前未深入認識國家發
展，但至少不應該抗拒去了解，否則只會「逆水
行舟，不進則退」。

粵 港 澳
大灣區青

年發展調查由成立近一年的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主辦，出
席新聞發佈會的青年總會發
起人曾智明、霍啟山、郭基
煇均為著名愛國華商的二代
傳人。青年總會主席曾智明
表示，青年總會依託本港20
多個大型同鄉會的青年委員
會成立，目前有400多名會
員。總會的使命是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
榮昌盛、促進兩地青年交流
合作，聯合兩地青年共同為
國家強國夢努力，並培養青
年愛國愛港人才。
曾智明說，青年總會於去

年12月13日成立，由12位發
起人組成。是次調查研究報
告是青年總會的第三份青年
政策研究報告，希望提供給
中央、香港和廣東省政府，
及所有關注青年的團體參
考，共同完善青年政策，幫
助港青求學和創業。青年總
會將與明匯智庫傾力合作，
繼續進行青年政策的研究和
發佈工作，並舉辦系列青年
活動。未來還將成立青年基
金，扶助青年求學和創業。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執行主
席霍啟山表示，調查顯示港
青對大灣區雖然關注，但不
夠了解。而港青的國民身份
認同感，也與對國家的了解
程度成正比。因此總會未來
的工作重點，將是與政府及
其他關注青年的團體合作，
加強對大灣區信息的發放，
並舉辦系列活動增進港青接
觸、了解國家。了解國家之
後才能消除誤解，並積極參
與大灣區建設，創立自己的
事業。

開茶餐廳都可遍地開花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常務副主

席郭基煇說，大灣區發展迅速，
各行各業有很大發展空間，很需
要有國際視野、先進管理經驗、
拚搏「獅子山精神」的香港青年
人才參與。會計、法律、建築等
專業人才當然需要，餐飲、商場
營運、酒店管理等服務業同樣亟
需人才。內地市場龐大，港青回
內地開普通茶餐廳，也隨時可以
發展成連鎖店，遍地開花「發大
達」。港青應該多回內地走
一走、看一看，開創自己的
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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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謝鋒率領的外國駐港領團商會媒體聯合
參訪團，前日在珠海結束了3天的廣東之行。據
中新社報道，多名外國駐港領團及商會代表參訪
後，均對中國發展之迅速表示讚歎，並認為中國
的發展，能為世界帶來機遇。

對中國未來添信心
首次到廣東的韓國駐港代總領事劉福根向中新
社表示，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程度，都已達到
很高水平，遠遠超出他的預期，也增加了他對中
國未來發展的信心。
是次廣東之行中，參訪者不僅與各地政府官員
和知名學者交流，也考察了南山科技新區等創新
創業載體平台。「我以前沒有想到廣東的科技創
新水準有如此之高，讓我大開眼界。」
劉福根說，廣東省的創新意識非常強，中國整
體經濟發展以及創新科技所帶來的機遇，可以推

動韓國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
參觀完港珠澳大橋後，劉福根十分期待它的開

通。他認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可以大力推進香
港、澳門和內地的交流和溝通，推進物流交易和
國際貿易，從某種程度上，它還能改變人們的生
活方式和交流方式。
同樣對港珠澳大橋抱有期待以及讚賞的，還有

香港及澳門澳大利亞商會執行主任姚詩蒂。她表
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不僅有利於貿易物流業、
金融業以及旅遊業的發展，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交流，以及文化之間的相通，也能起到積極作
用。
她補充，澳大利亞商會一直很關注粵港澳大灣
區和「一帶一路」建設，此次旅程讓她初步認識
到，澳大利亞企業可以在金融、法律、科研方面
「多下功夫」，「當然，隨着越來越了解大灣區
建設，更多機遇還會湧現出來。」
在與各地官員交流過後，姚詩蒂坦言，很開心

能聽到有關中國持續對外開放，以及對外企一視
同仁、平等對待的信息，「這毫無疑問為我們帶
來信心。」
她多次提到，日後一定會組織商會會員來粵港

澳大灣區考察，親自體驗中國新氣象，找到發展
新機遇。

中國夢成外國榜樣
「百聞不如一見。」越南駐港總領事陳青勛同
樣認為，要親自看到中國的發展，才能了解其中
蘊含的機遇。他認為，「中國方案」以及「中國
智慧不僅屬於中國，也可惠及世界。希望越南與
中國可以加強合作交流，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南非駐港總領事倪清閣表示，中國夢不再僅僅

是一個夢想，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正在切實地為這
個夢想努力。「中國的發展為世界帶來了機遇，
尤其對非洲國家來說，中國的發展就是他們的榜
樣。」

駐港領團訪粵 讚歎為世界帶來機遇

經濟上揚，近乎
全民就業，但殘疾
人士的就業之路仍

荊棘滿途，失業率較整體高出一倍。多個團
體合辦「e-Connect就業連網」，昨日舉行
第二屆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招聘會暨僱主
分享會，有18個企業機構參與，提供逾500
個職位空缺，吸引423名傷殘人士到場，並
獲282個空缺的面試機會。
招聘會由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香港失
明人協進會及利民會等機構合辦，以「你敢
拚．我感聘」為主題，提供文職、美容、零
售及客戶服務等職位空缺。18間參與企業當
中，有12間更設有攤位提供即場面試。
「e-Connect就業連網」發言人馮祥添表
示，招聘會去年吸引460多名求職者入場，

當中有80多人獲得第二次面試的機會。該
平台冀能配合科技發展，未來提供線上及線
下服務。
昨日現場有殘疾僱員及僱主分享體驗。陽

光洗衣便利店自1999年起聘用殘疾僱員，
現時6%僱員為殘疾人士。集團總監江麗萍
憶述，當時洗衣業缺人手，聘用了一名失去
右手掌的員工，自此給予她很大信心，「你
知在洗衣機取衣服，雙手也要很用力，誰知
他僅用一隻手也很快！」

工作穩定細心 不輸常人
她又說，公司聘請了各類殘疾人士，包

括：智障、視障及肢體殘障人士，讚揚殘疾
員工工作穩定及細心。對於部分僱主擔心聘
用殘疾僱員需添置工具及改裝工作間，江麗

萍認為，過程較想像中簡單，公司早前聘用
了視障員工，僅添加引路徑及放大器，「後
來那位員工習慣後亦不需引路徑，只要與他
們多溝通，問題便會化解。」
長期病患者凌偉鴻及視障人士林少強受聘

於陽光洗衣便利店，負責分店的服務。凌偉
鴻原本任職遊戲機維修員，依賴右手工作。
不幸2010年因腦腫瘤動開腦手術，影響神
經，導致右手活動不良，亦因藥物敏感而引
發骨枯，下肢多個關節輪候更換中，須持拐
杖走路。由於他須經常覆診，江麗萍特意設
立客戶服務熱線一職，讓他在家工作，待其
病情好轉，再轉到分店上班。
少強因患有遺傳病視網膜病變，兩歲起發

病，至今只餘一成視力。他表示，以往從事
長者服務，因視力衰退，難以勝任。他兩年
前到洗衣店工作，負責接待顧客。

強迫症病患 高學歷也失業

一些看不見的殘障亦成無形的障礙。63歲的
梁先生擁有工程碩士學位，飽受強迫症
（OCD）困擾。他說，症狀會隨時間改變，
以自己為例，難以死記硬背，須從根本了解事
物，故一般人誤以為他思考能力及工作慢。他
多年來工作難以長久持續，「身邊很多有強迫

症的朋友，即使有高學歷也失業。」
梁先生兩年前在利民會擔任朋輩支援員，

協助同路人。他坦言，難以與僱主表明其病
情，過去曾兩度披露病情，均沒有獲聘，冀
社會加強教育了解強迫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殘疾者招聘會 敢拚就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有沒有想過，一句簡單的「謝
謝」亦能發揮強勁的力量！香港
優質顧客服務協會趁昨日的「感
恩節」，舉行第五屆「欣賞服務
日」開幕式，該會主席丘應樺
指，期望將懂得答謝、欣賞服務
的文化傳揚開去，讓全世界知道
香港是一個既能提供最優質的服
務，又有最優良「欣賞服務文
化」的地方。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陳百里說，本港零售及旅
遊業勢頭轉好，鼓勵市民遇到表
現卓越的前線員工時，要主動稱
讚，散發更多正能量，令社會更
加和諧美好，打造香港成為「欣
賞之都」。
「欣賞服務日」旨在向大眾推

廣「欣賞服務」文化，昨日於樂
富廣場舉行開幕式，並邀請到陳
百里，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名
譽顧問及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
建岳、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名
譽顧問周梁淑怡及丘應樺等人到
場。
丘應樺致辭時指，希望香港各

界能欣賞顧客服務專業，將答謝
及欣賞文化一傳十、十傳百，又
期望商經局在政策上能加強推
動，如資助相關的培訓及多作推
廣，讓顧客服務行業有更源源不
絕的生力軍，為鞏固香港的形象
出一分力。

主動稱讚散發正能量
陳百里在致辭時表示，最新一

份施政報告提及的設計思維，背
後概念是以人為本、以客為本，
期望令服務更迎合社會需求、政
策更加貼地及落地；在商業層面
則是跨產業及跨界別的合作，帶
動社會經濟發展，期望市民抱着
同理心「多欣賞、主動讚」，遇
到表現卓越的前線員工時更要主
動稱讚，散發更多正能量，令社
會更加和諧美好，打造香港成為
「欣賞之都」。
另外，為配合服務日的活動，

大會昨日於尖沙咀及銅鑼灣舉行
「欣賞服務車──小型弦樂三重
奏音樂路演」，把欣賞優質服務
的訊息如音樂般飄揚傳播。

服務好講多謝 打造「欣賞之都」

■左起：朱穎恒、郭基煇、曾智明、霍啟山、梁天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第五屆「欣賞服務日」昨舉行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第二屆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招聘會，吸引
18家企業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謝鋒率領外國駐港領團商會媒體聯合參訪團，考察
創科企業。

■謝鋒率領外國駐港領團商會媒體聯合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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