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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第十六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

大會14日至15日在深圳舉行，廣東省、香港、澳門首次設立了粵港澳

大灣區展區，不少大灣區城市創業園負責人表示，更青睞團隊化引才，

希望更多有海外經驗的高端人才能帶着項目和團隊入駐。同時，大灣區

各市之間注重在人才引進領域差異化發展及資源互補，中山、江門等二

線城市重點引進大健康、先進裝備製造等高技術產業人才，廣州、深圳

仍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人才為主。

大灣區企業青睞團隊化引才
一二線城市面向不同領域 促差異化發展資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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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才需求大 內地港生掀「回流」潮

昨日，第十六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
開幕，大會以「融全球智力，促共同

發展」為主題，有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的
4,000多家海外專業組織、培訓機構、高等
院校、科技企業和人力機構參展，8,500多
名外國專家和海外高層次人才代表和5,000
個創新創業項目參會。

產業發展需多元人才
在粵港澳大灣區展區，香港、澳門、

江門、中山、東莞等灣區城市均設置了
各自引才政策，吸引不少參會者駐足。
中山留學人員創業園招商部劉言平表
示，在大灣區城市群中人才發展方面，
「千人計劃」專家、「萬人計劃」專
家、「長江學者」等，都是金字塔尖上
的一小部分人，產業發展需要多層次人
才的支撐。現如今大灣區各城市也意識
到吸引不同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根據自
身產業發展，靶向招人。「譬如，廣
州、深圳是領頭羊，新材料、互聯網等
是強項。中山、東莞則注重學習經驗，
有重點的尋找自己的領域，對中山來
說，重點發展先進裝備製造、健康醫
藥、光成像與光電子信息等高技術產
業。而香港的優勢則是資金。」

以多種福利留住人才
同時，為吸引到更多高端人才，企業除

了提供高薪等硬條件外，也更注重人文關
懷，增加不少柔性引才措施，如享受公司
發展的紅利贈送股權期權，提供科研啟動
經費、科研補助經費等。在江門市展區，
據該市人社局負責人介紹，大健康、新材
料、軌道交通等領域人才需求量較大，為
吸引「人才團隊」落戶，不少公司還用
「免費提供公寓式住宿等條件」作為引才
籌碼。為實現差異化，還有企業提供入戶
安家補貼、每年兩次調薪、子女教育優惠
等附加服務。
以服務海歸人才為主的立方匯董事長

陳基偉表示，城市需要高質量人才，更
需要適合城市發展戰略定位的人才。前
海作為「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近
年來積極為港澳居民在前海開展創新創
業、執業從業提供便利條件，在人才發
展規劃、人才優惠政策、人才服務機制
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舉措，如持續實施
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稅補貼政
策，試點實施申請永久居留、延長居留
期限等人才出入境政策，打造國際人才
自由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在「海歸」招聘專館現場，專程前往
面試的內地赴港讀書畢業生佔比近四成，
不少人希望能「回流」內地發展，認為內
地就業選擇多，薪金待遇好，部分職位外
派工作發展機會更大。不過，亦有企業指
出，內地AI、VR等高科技技術人才需求
旺盛，內地港生核心競爭優勢漸弱，不少
畢業生目標降低，變得更務實。
在「海歸」人才招聘會專館內，7,500平

方米的展區內包括華潤置地、平安、沃爾
瑪等近250家企業向海外留學人員拋出橄
欖枝，共計提供超過6,000個崗位。多家
科技領域企業開出30萬元（人民幣，下
同）至50萬元年薪招聘AI軟件工程師、
智能化博士等中高端人才。
承辦方深圳諾拉創想諮詢副總經理徐婷

指出，隨着內地人工智能市場的不斷發
展，對與AI、VR等智能化、自動化領域相
關的新興產業人才需求量明顯增加，已經

開始超過傳統對金融業人才的需求，「內
地各大城市都加大了對此類人才的引進力
度，給出很多創業就業的政策優勢，同時
也大幅提高了薪酬待遇，不少『海歸』會
選擇騰訊、華為等這些內資企業。」

內地港生核心競爭優勢漸弱
立方匯分析師楊小凡指出，目前內地赴港
留學生的一個大趨勢就是他們更想回到內地
發展，同時流向其他一線城市的越來越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還發現，不少打算
「回流」的求職者開始降低對薪酬目標的
要求，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葉小姐就表
示，現在「海歸」一抓一大把，以前從香
港畢業的內地生因熟悉內地而有優勢，但
如今就明顯感覺有差別。一方面是學同樣
專業的太多，大家相互競爭；另一方面，
很多科技企業更傾向於有互聯網領域經驗
的，內地港生在這方面甚至還不如內地的
院校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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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粵西地區距離首條鐵路通車又進了一步。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鐵集團獲悉，當日，
深湛鐵路江門至湛江段（官方命名「江湛鐵
路」）正式聯調聯試，為今年6月底正式開
通作最後的準備。據悉，深湛鐵路設計時速
200公里，屆時，湛江、茂名等地前往珠三
角地區，將比目前的普鐵和高速公路省時一
半以上。而廣深港開通後，也將通過目前的
珠三角高鐵網，連通粵西，港人前往該地區
也將前所未有便捷。

時速200公里 直達廣州南
據悉，此次是「江湛鐵路」說法正式被官方

提出。據了解，連接珠三角與粵西的首條高速
鐵路，被外界廣為了解的是深茂鐵路。不過，
鐵路部門正式將其更名為深湛鐵路，加上了完
成電氣化改造的茂名至湛江之間的茂湛鐵
路。其中，江門至湛江段，昨日亦正式命名
為江湛鐵路。廣鐵集團昨日指出，江湛鐵路全
長354.852公里，設計時速200公里。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江湛鐵路東接廣珠城際

鐵路新會站，西至湛江西（客站），途經江
門、陽江、茂名、湛江4個地級市，設江門、
雙水鎮、台山、開平南、恩平、陽東、陽江、
陽西、馬踏、電白、茂名、吳川、湛江西13個
客運站，為目前粵西聯接珠三角最快捷的鐵路
通道。屆時，廣大旅客可從湛江、茂名、陽
江乘動車組列車到達廣州南高鐵站，從而結
束粵西三市不通高鐵的歷史，粵西居民將更
加便捷地融入珠三角經濟、生活圈。

機 場 演 練

昨日，廣州白雲機場舉行2號航站樓
啟用前的第四次綜合大演練，此次演練
完全仿真進行，模擬航班34個，模擬旅
客1,000名，演練的科目涵蓋2號航站樓
正式啟用後的全流程。 ■文/圖：中新社

國民黨新北首場造勢
吳敦義力挺侯友宜

新北市首家
小米專賣店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潘文忠前日請

辭，昨日獲批。潘文忠的公開聲明表示，希望讓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

大」）校長遴選紛爭有重新釐清的機會，「希望讓所有政治操作能就此停

止，讓本案回歸到單純的校長遴選程序和當選人身份適格的討論。」台灣

媒體報道，潘文忠2016年上任，屢遇爭議事件，在台當局一意操控下，

這位原本在教育領域頗有想法和建樹的部長淪為「棋子」，延燒多時的台

大校長遴選案恐怕是「最後一根稻草」。

台「教育部長」不堪政爭重壓請辭
任內牽扯台大校長遴選案等多重紛擾

台青：在上海創業彎路少「很幸運」

媒體分析說，潘文忠在任時，課綱論戰
剛剛結束，他上任一周內便以行政命

令廢除爭議最大的社會、語文科「微調課
綱」。曾任台灣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的潘文
忠，對課綱事務再熟悉不過，但課綱調整
在民進黨當局的操縱下，演變成意識形態
之爭，令他無從施展。2017年9月，高中
語文科文言文比例成為焦點，原本課審會
定案維持45%至55%，但後續議事程序遭
質疑，經過又一輪會議，調降為折衷的
35%至45%，引發社會齊聲責難。
另一方面，前任負責人吳思華提出的台

灣「新世代高教藍圖」，在民進黨上台執

政後銷聲匿跡。當局提出替代的「深耕計
劃」，但高教競爭型經費不增反減，導致
台大、成大等島內頂尖大學分到的預算逐
漸減少，引發教育界對人才外流的憂慮。

台當局反誣校方責任
台大校長人事案持續發酵，潘文忠屢成

箭靶。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李彥
秀說，潘文忠因此遭受許多高層的壓力，
他早已有辭意，民進黨不斷升高「卡管」
的力道，讓他撐不下去，只好求去。
但是，台灣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賴清德

卻將潘文忠的請辭，曲解為台大的責任。

他聲稱，潘文忠請辭要為大學校長遴選畫
出一道標準，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應說
明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賴清德指台大今次
校長遴選可說是「百年來問題最多的一
次」，卻決口不批當局對遴選校長的故意
刁難阻撓。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1月5日選出管中閔

為新校長，原預訂2月1日上任，卻接連遭
質疑擔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案與到大陸
兼職等爭議，教育部門至今未發出聘書。
教育部門原定13日召開跨部會諮詢專案小
組會議，因潘文忠故延期。相關負責人
說，仍以本月中旬完成諮詢為目標，並否
認已認定管中閔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扎根上
海近一年的創業台青邱苡禎，因在內地
創業大賽贏得好名次，獲得了一筆可觀
的創業獎金，還得到了一系列創業的便
利。在上海金山工業園區「零租金、零
成本、零負擔」創業的她，不禁感歎，
自己在大陸的經歷「很幸運」。她表
示，「無論是先來大陸的前輩，還是當
地的台胞服務中心和台辦，都讓我少走
了很多彎路」。
「惠台31條措施」政策後，邱苡禎常

被台灣朋友問：「你們去大陸真的好
嗎？」邱苡禎總是說：「我肯定會告訴
你很好，但我還會告訴你，你一定要

來，哪怕是旅遊，你也應該親身來體驗
一下，外灘多壯觀，地鐵多便捷，手機
支付多便利，硬體和軟體設施多健全，
這些都無法用語言形容，只能親身感
受。」

台灣信息閉塞門檻高
實際上，邱苡禎在台灣創立了7年的美

甲品牌「壁花小姐」，小有名氣。她離
開台灣初期還比較擔心，然而在上海從
審核名字、申請專利、註冊商標、設立
公司等前期工作開始，邱苡禎就感到前
所未有的輕鬆。
她回憶道，「當初在台灣創業十分辛

苦，因為信息閉塞，開業之前我要一個
一個部門來回跑，去了解需要做哪些準
備，什麼事都要親力親為，而且青年創
業申請補助門檻也相當高。」
然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29個部門2月28日
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簡稱「惠台 31 條措
施」）。其中「台灣同胞在大陸投資的
企業（簡稱「台資企業」）參與『中國
製造2025』行動計劃適用與大陸企業同
等政策」和「台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政府
採購」兩項政策一出，兩相對比，如今
更多台胞能理直氣壯地說「大陸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已在台
北、台南、高雄開設專賣店的北京小米科
技公司（簡稱「小米」），昨日將版圖擴
展至人口最多（約400萬）的新北市，開
設小米新北中和環球專賣店。

手環一折惠「米粉」
據報道，專賣店位於環球購物中心

B2，全店空間約60坪（約合2,135呎），
是目前台灣面積最大的小米專賣店。開幕
首日推出限量100名小米手環一折優惠，
一早吸引大批「米粉」排隊，在購物中心
一樓繞出長長人龍。
小米除了邀請偶像劇「女神」魏蔓擔任

一日店長，小米總裁林斌也驚喜現身，許
多「米粉」圍着林斌合照、索取簽名。
小米台灣總經理李佳峰表示，小米專賣
店主打服務與體驗，店內也為消費者帶來
最適合家庭的科技產品，期盼小米專賣店
在中和環球店的開幕，讓科技更深入每個
人的生活，更多人能享受科技帶來的樂
趣。
李佳峰說，小米計劃進駐台北市信義區

第3間小米之家，對今年開設10間門市的
目標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將代表
國民黨參選新北市長的侯友宜，昨日與黨
主席吳敦義同台出席首場造勢活動，上千
名黨員情緒沸騰，齊喊「侯友宜凍蒜（當
選）」。國民黨多名政要到場支持。
侯友宜當日以過去在警界捉拿重大要犯

的經驗比喻，指出任務成功與否，都要靠
基層團結，大家必須肩並肩作戰。此外，
他不忘細數朱立倫在市長任內推動的政
策，痛批民進黨執政失利。
首次參選的侯友宜也一改低調作風，重

批蔡英文辦公室淪為選舉機器，意圖將行
政資源投入選戰，破壞兩黨良性競爭。
吳敦義致詞呼籲，國民黨要贏更多縣

市，2020年才能重返執政。
新北市長選舉將在今年底舉行，民進黨內，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表態願應召參選。

■■台灣前台灣前「「教育部長教育部長」」
潘文忠強調潘文忠強調，，希望透過希望透過
辭職讓所有政治操作就辭職讓所有政治操作就
此停止此停止，，呼籲各界理性呼籲各界理性
思考思考，，釐清台大校長釐清台大校長
案案。。 中央社中央社

■■台青邱苡禎如今已台青邱苡禎如今已
扎根上海扎根上海。。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