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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取經創業 未來之星「報浙」
訪創企感受智城生活 歐陽曉晴囑獻力為國

2017「未來之星

．從香港出發—冬聚

浙江」交流團近日在

寧波大學舉行了結業儀式，並向來自香港多所大

學的70名未來之星學員頒發證書。在6天的行

程中，港生們先後到訪杭州、嘉興和寧波三地，

參觀了浙江大學、寧波大學，並與創業青年進行

深入交流，聽取他們的經驗分享；又參觀螞蟻金

服，體驗最新移動支付方式，遊覽世界互聯網大

會永久舉辦地烏鎮，感受智慧城市生活等等。通

過一系列的活動，港生切實感受到浙江創業創新

的熱潮，同時也讓他們感受到祖國日新月異、蓬

勃發展的新氣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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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業禮上，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
曉晴表示，是次交流團同學們
在不足一周時間，已感受到浙
江的豐厚歷史文化底蘊和多姿
多彩的風土民情，又參觀了多
家知名創新企業，從青年創業
者身上感悟到時代的脈搏。
他相信，港生們或已經喜歡
上浙江，樂見將來有一天在座
同學當中，會有人把創業或就業的第一步定位在浙江。他
也希望同學們回港後，多與友人分享行程見聞，寄語大家
要有志成為服務香港、貢獻國家的棟樑之才。

嶺大生盼團結共築夢
嶺南大學翻譯系學生葉映云回顧了幾天的浙江精彩行程，
她說：「我看到浙江創業創新的發展更上一層樓，我們要多
多學習，在未來闖出一片天。」她又表示，得知螞蟻金服以
螞蟻為名，是因為每個人就像螞蟻一樣，看似渺小脆弱，但
只要團結起來就有驚人的力量，「這激勵了我們這群年輕人
絕對不應該輕看自己的能力，我們是未來之星，我們應該結
合志同道合的小夥伴，抱着永不放棄的精神，一齊同心協力
地去追夢和創新，為這個世界帶來微小而美好的改變。」

梁群歡迎港生來甬發展
寧波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梁群指出，當前寧波正着力
打造「國際港口名城，東方文明之都」，需要廣大青年才
俊的力量，同時更出台了便利港生在寧波學習、就業、創
業方面的政策措施，如建設「寧波市香港（海外）學生寧
波實習實訓基地」；為香港來甬就讀的優秀學生每年提供
6千至3萬元人民幣不等的獎學金。他歡迎同學們來寧波
學習、工作，實現甬港兩地優勢互補、共贏發展。
寧波大學黨委書記薛維海表示，寧波大學在建設發展過
程中，得到香港「寧波幫」關注和支持，31年內捐資總額
達約7億元人民幣。此次港生們通過實地參訪，一定親身
感受到內地發展與變化，相信兩地學子將進一步加深了
解、增進友情，將港「寧波幫」愛國愛港之情傳承下去。

是次未來之星「冬聚浙江」
團邀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
社長、浙江大學前黨委書記，
現任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張浚生，來為港生們上了一堂
生動的國情教育課。他特別向
同學們提出兩個簡明扼要的問
題：一是「我是誰？」；二是

「香港是什麼地方」。他強調，香
港青年要先認清這兩個問題，讓社
會維持穩定，從而更好地融入祖國
發展，而國情教育則可分為對歷史
和現狀兩方面，港青只有充分了解
國情，才不會像「無根的浮萍」。
到提問環節，同學們積極踴躍，

城市大學生物醫學一年級生陳美琪
問及「香港青年是否適合來到內地
工作」，張浚生先聯繫最近即將開
通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香港段，以
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分析香港
即將迎來巨大機遇，並鼓勵港青努
力融入祖國，抓住發展機會，「香

港與國際間交流頻繁，在經濟、法律、貿易
等專業領域優勢明顯，而內地相關人才較緊
缺。只要香港青年找準方向，只要有真才實
學，來內地發展絕對是沒有障礙的。」
同樣來自城大的馮鈺雲對國情是次感觸頗

深：「張教授詳細的講述，讓我更多了解了
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改變了
我一些舊的認識和想法，創新與敢於嘗試才
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

交流團一行來到浙江大學紫金創業元
空間，與浙大創業者圍繞創業創新進行
探討與分享。包括「喵售後」、「一畝
彩稻田」、「智趣運動」3個浙大生創
業團隊負責人，先後介紹了各自的項
目，並講述在創業道路上如何一步步將
簡單的想法變為現實。隨後，香港學子
又與他們開展一番有關於「如何避免惡

性競爭」、「防止被吞併」等創業問題的熱
烈討論，從中受益匪淺。
來自嶺大的陳泳琳興奮地說：「沒想到浙

大有這麼濃烈的創業氛圍，而且我們同樣身
為大四，就沒有他們這樣敢想敢做。香港的
大學生雖然視野更開放，但是在創業方面是
相對保守了，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同校的葉映云亦指，浙大生的創業項目都

旨在以小小力量為人類生活帶來改變，很欣
賞和佩服他們踏出第一步追尋自己夢想的勇
氣，「我覺得這是現今香港學生稍微有待改
善的地方，因此我們應該多多向內地的同學
學習。」

讚創業支援全面
同時，有不少港生羨慕浙大對創業者提供

的全面支援。城大學生馮佳琪說：「我很欣
賞浙大為學生提供創業資金和技術支援，其
實香港的大學也可以更大力度鼓勵學生創
業，讓他們發揮創意潛能。」
來自港大的聶思穎則對比了浙港兩地在創

業創新方面的差距，她說：「來到浙大才知
道內地的大學與香港有許多不同，這裡給予
學生的創業平台較香港更完善。因為在香港
很多時候都礙於資源，讓我們在創業方面無
從下手，而香港的營商環境也使得年輕人在
創業初期面對較大困難。」

行程中，讓眾多團員記憶最深刻的當
數參訪阿里巴巴集團的關聯企業螞蟻金
服，並親身感受了無人掃碼購物、共享
充電寶、芝麻信用等一系列最新技術。
螞蟻金服品牌部總監王曉晶更特別向港
生們詳細介紹了旗下「支付寶」進軍香
港後的具體情況。

她表示，「支付寶」業務目前於香港
發展迅速，而移動支付是全球趨勢，香
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應該走在前列。
參觀期間，螞蟻金服人力資源部負責

人還專門向團員們介紹了目前正在香港
推行的實習生計劃。
她說：「自2015開始，阿里巴巴集

團就在香港投放了10億港元的創業者
基金，以支持香港青年進行創業創新。
同時還推出了實習生計劃，每年在香港
甄選100名港籍大學生到阿里集團及相
關企業參加長達 6 個月的實習生計
劃。」
她表示，通過掃描二維碼就可以申請
加入該計劃，吸引現場不少的同學馬上
拿出手機掃描。

港生視野闊 發展具優勢
交流中，來自浸會大學經濟學系的司
徒仲偉提問，港生要進入螞蟻金服這樣
的內地企業工作具備何種優勢。螞蟻金
服香港業務市場專家陳瑜傑回答說：
「螞蟻金服有8%員工具有海外背景，而
港生具備的語言優勢和國際化開放視
野，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非常歡迎大
家來螞蟻金服工作。」

他還向在座的團員們透露，自己就是
通過第一屆香港實習生計劃留任螞蟻金
服的，鼓勵同學們有興趣一定要報名參
加。
團員們在現場體驗了無人掃碼購物，

當工作人員用「支付寶」掃了掃購物機
器的二維碼，購物櫃的門就自動打開，
可隨意選取商品，隨即在「支付寶」上
進行自動扣費，團員們對此表示非常新
奇和方便，希望能盡快在香港享受到這
種便利。
至於芝麻信用的應用範圍、共享充電

寶的使用方法及費用等，也引起港生興
趣。不少團員對芝麻信用的整合不同數
據平台資料的評分制度感讚歎，沒想到
內地對個人信用評分的使用，已經普及
到租車、訂房甚至交友配對等生活細微
的方方面面，希望不久將來在香港也有
機會體驗到。

70位未來之星學員，亦到
訪了位於杭州城西科創大走
廊的中段的「中國（杭州）
人工智能小鎮」，玩轉最新
AI技術。小鎮產業覆蓋大數
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業
態，涉及機器人、智能可穿
戴設備、無人機等人工智能

特色領域。
在展示廳中，港生們體驗了極具

未來科技感的AI、VR（虛擬實
境）項目，例如可以進行智能對話
的早教機，可就港生的提問對答如

流；而快遞包裹的分揀機器人，因
頭頂有黃顏色的盤子，也被稱作
「小黃人」，當包裹放在「小黃
人」身上，它就能自動掃描出不同
目的地，按照指定的線路，直奔而
去，每小時能分揀1.8萬個包裹。
而VR工地維修訓練系統，只要

戴上眼鏡就能「深入」模擬危險工
地，有同學形容有關模擬體驗非常
神奇，認為對於危險工種的日常訓
練會非常有效。
走出展廳，港生們都為祖國科技

的強大與迅猛發展而感到自豪。

深入AI小鎮 玩轉至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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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與香港交往歷史源遠
流長，地域相近、血緣相
親、經濟相融，事實上，
「寧波幫」被稱為中國近代
最大的商幫，與香港的繁榮
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次
交流團參訪了「寧波幫」博
物館，以進一步了解甬港兩

地交流合作的狀況。
透過參觀，團員們了解到在20

世紀40年代前後，大批寧波商人
紛紛從上海等地移居香港。他們
抓住戰後香港獨特的歷史機遇，
憑借其在內地長期從事工商業的
豐富經驗和資本積累，艱苦創

業、經營有方，迅速站穩腳跟。
世界船王包玉剛、董浩雲，香港
著名實業家王寬誠，無綫電視創
始人邵逸夫，首任特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等香港知名人士祖籍都在
寧波。
同時，展館以年代為脈絡、史

實為線索、人物為亮點，生動模
擬再現了舊時寧波人在各地創辦
的銀行、錢莊、藥行等場景，逼
真的效果讓團友們爭相合影。
團員潘天衛在參觀後分享說：

「從前在香港就有聽說過『寧波
幫』，但沒想到像包玉剛、邵逸夫
這些香港名人居然全都是寧波人，

聽介紹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祖籍
也是寧波。我非常喜歡她，也很看
好她，相信香港在她的領導下會越
來越好。」

寧波人才輩出 甬港千絲萬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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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掃碼」購物 盼在港享便利

兩地交流受益
港生「浙」服敢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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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逼真的效果讓同學們爭
相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港生試用智能早教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浙江大學學生創業團隊負責人向港生介紹
創業項目及所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梁群歡迎港生來寧波學
習、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全體團員
獲頒結業證
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莉 攝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交流團近日在寧波大學舉行了結業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在開班儀式上，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熊建平
（右）向歐陽曉晴贈送「龍騰四海」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學生代表向張浚生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港生參訪螞蟻金服，體驗創新改變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