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昨日
舉辦香港青年內地發展

研討會暨「大灣區研究發展基
金」啟動儀式，張建宗和中聯辦
副主任陳冬、行政會議非官守議
員召集人陳智思、國務院港澳辦
交流司副司長陸海生、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等嘉賓，以
及近百名青年出席，共同探討香
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機遇
和挑戰。

灣區提供新機會新跑道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青年是香
港的未來，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為
香港青年拓展多元發展機遇，協
助他們向上流動及實踐理想。
他指，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的

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並促
進產業多元發展，正可為青年人
提供新的機會、新的跑道、新的
選擇。
他強調，香港特區通過與內地
互利共贏的發展策略，利用內地
的豐富資源，促進香港的發展，
並利用香港的優勢，協助內地進
一步開放、開拓新的產業和提升
專業水平。
張建宗指出，大灣區內既有國
際金融商貿中心及國家最開放及
富動感的亞洲大都會——香港，
亦有匯聚了多個國內龍頭創科企
業的深圳，背後更有整個廣東省
內正向先進製造業轉型的生產基
地，未來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地域近語言通可消顧慮
他坦言，明白不少青年憂慮香

港與大灣區的地緣距離，因不想
離香港太遠而對到內地發展卻
步。他解釋，粵港兩地位處同根
同脈的嶺南地區，「地域相近，
語言互通，人緣相親。」
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
鐵、蓮塘口岸等跨境基建相繼
落成，珠三角地區能成為「一
小時生活圈」，而成熟完善的
交通網絡將進一步利便民眾，
在整個灣區內尋找最合適的工
作機會，突破個別城市經濟結
構的限制。

將為港人爭取更多便利
張建宗指出，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已公佈了兩批便利港澳居
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涵蓋
教育、就業、生活等範疇，讓港
人在內地享有內地居民的同等待
遇，包括要求各高校為港澳畢業
生發放《就業協議書》及《就業
報到證》，方便港澳學生在內地
求職就業；不同省市的火車站已
設置可識讀回鄉證的自動售取票
設備，省卻港人以往要在櫃枱排
隊的時間；香港在內地設立的科
研機構都已享受到支持科技創新
的進口稅收政策等，特區政府將
為港人在大灣區爭取更多便利。
他相信，香港青年如果能多加

了解大灣區，定必能感受到當中
帶來的便利與機遇：「正所謂
『耳聞不如目見』，我鼓勵年輕
人多到大灣區不同地方走走，按
自己的興趣和志願，在不同領域
發掘新機遇，拓展自身事業的同
時，貢獻國家和香港。」

走入大灣區 見證新機遇
張建宗陳冬等出席青年論壇 勉港青「耳聞不如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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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盃」香港選拔賽主要得獎名單
獎項 作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院校

特等獎、生命科學一等獎 設計仿生超潤濕表面 盧剛、王昭月、劉鵬、何文卿 城市大學
用於健康醫療相關領域

能源化工一等獎 「Spiru-Gel」應用於新式二極管水耕法 農世榮、袁淑影、孫桂珠、林汶薏 香港公開大學

資訊技術一等獎 基於智能語音識別技術 伍思銳、江藝 中文大學
的兒童發音障礙快速評估工具

數理/機械一等獎 一種新型仿生機器魚的設計及控制 謝鋒然 中文大學

特等獎、初創企業一等獎 媽寶社區有限公司 蘇芷茵、梁逸然 香港科技大學

社企項目一等獎 爽屎啦！ 陳映彤、莊恩傑、岑驊熹 香港大學

創業計劃一等獎 Treasure家庭服藥管理系統 任偉賢、何軼懷、丘銳斌、李卓文 中文大學
、曾銘晞、黃健崴

資料來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整理：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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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

台，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青年論

壇時，強調大灣區未來的發展潛力不容忽視，將為香港的

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為青年人提供新的跑道。他寄

語港青：「耳聞不如目見」，呼籲他們多到大灣區不同地

方「走一走」，相信定能感受到當中的便利及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下月將組團前往大
灣區多個城市考察，參
觀當地創新科研、投資
項目及基建等設施，及
與相關省市領導會面。
隨團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前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向
香港青年介紹，大灣區
具有政策優勢、先發優

勢、區域優勢及「一國兩制」優勢，能夠為香
港提供龐大市場，籲青年到大灣區開拓視野。

具政策地緣先發優勢
譚志源在昨日論壇上，就「大灣區帶給香港

人的機遇及挑戰」的題目發表演講。他指，大
灣區具有多項優勢，政策方面，大灣區不僅是
區域合作，即過去20年粵港合作的層面，而是
上升至國家層面的重大舉措，亦是國家總體戰
略部署中重要組成部分。
他分析，大灣區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地

區，廣東多年來借助毗鄰港澳優勢，得力於香
港工商專業界的投資、人才和管理模式，經濟
社會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譚志源強調，大灣區9市製造業基礎雄厚，
已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
業體系，而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是全球最具競爭力
地區之一，故粵港澳共同合作，共同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具先發優勢。
他並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

「長三角」的不同之處，在於包括香港和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擁有香港的「一國兩制」優
勢。此外，大灣區亦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地，有區域優勢，對
於帶動全國改革發展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具有重要意義。

灣區對港有現實意義
譚志源強調，從香港本身發展來看，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亦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大灣區
擁有龐大地理空間和事業發展空間，能夠為香
港提供市場、創業基地、生活空間、土地資
源、工作機遇等，希望青年多到內地及大灣區
9個城市走走，為自己未來開拓空間及視野。
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

調：「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
的，也是未來的，是我們這一代的，更是青年
一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
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
譚志源提到，自己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一

項有關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和發展的建議，
冀促進香港青年到內地旅遊、參觀、考察、
實習、就學和就業， 具體建議包括：推出
「香港青年學生高鐵自由行優惠票」；推出
更多內地實習機會；開放國家公務員體系；
簡化香港人開設內地銀行戶口的手續等，為
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機會及便利。

譚志源釋優勢 倡交流拓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國規模最
大、每屆吸引逾200萬大專學生參與的科技創
新創業活動「挑戰盃」，今年第四次舉行香港
區選拔賽，大會昨日舉行頒獎典禮。城市大學
的學生團隊，針對物料表面的超潤濕性，成
功開拓設計了藥物測試、納米材料消毒、食
品和醫療包裝等健康醫療應用，勇奪賽事創
新項目特等獎；香港科技大學團隊則以其配
對外傭與僱主的應用程式創業，獲得創業項
目特等獎。各得獎學生將於11月參加全國
賽，與各省市的精英代表互相切磋，尋找商
機，為自己及代表香港開拓創新創業路。
世界各地年輕一代都掀起創新創業熱潮，
香港青年也積極投身其中。在被譽為全國大
學生科技創新奧林匹克的「挑戰盃」，今年
港區選拔賽有來自19間大專院校、188個項
目、560人參賽，各項數字都創歷史新高。

陳冬楊偉雄等主禮頒獎
大會經評選後昨日舉行頒獎禮，邀得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特區政府創科局局長楊偉
雄、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中聯辦教育
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以及「挑戰盃」全國
賽主辦機構的全國學聯執行主席阿斯茹、副
秘書長宋來參與主禮。
活動分為創新及創業項目組別，大會就兩
組別不同範疇各選出優秀作品頒予不同獎項
（見表）。在創新研究方面，城大學生盧
剛、王昭月、劉鵬、何文卿等組成的團隊以
「設計仿生超潤濕表面用於健康醫療相關領
域」參賽。他們針對仿生物料超潤濕性
（superwettability）作研究，並開拓新的應
用範疇。

團隊指，超潤濕表面目前有應用於防霧、
防冰、油水分離技術上，他們再深化設計健
康醫療領域應用，包括腫瘤細胞球培養、藥
物敏感性測試、納米材料快速消毒、多功能
抗菌食品和醫療包裝等。該項目獲評判一致
讚賞，認為可大大提升現有應用層面，同時
獲得生命科學一等獎及特等獎。
在創業方面，科大學生蘇芷茵、梁逸然的

「媽寶社區有限公司」則獲初創企業一等獎
及特等獎。該項目透過網絡與手機應用程
式，創建了能配對外傭與僱主的招聘生態
圈，避免因中介公司不良運作而出現的問
題，現時更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增長最快
的同類型網絡。評判對該團隊的創業熱誠及
對數據的掌握尤其讚賞，認為那是公司業務
迅速發展的關鍵。

倡多投資源育本地人才
籌辦港區選拔賽的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總幹事蘇祉祺表示，在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貢獻的背景
下，是次活動意義深遠。
他指出，國家正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當中人才是最關鍵元素，認為
特區政府及整體社會應投放更多資源，培育
本地的創新創業人才，推動香港及國家前進
之外，也讓青年人看到新的希望和新的出
路。
楊偉雄表示，「挑戰盃」讓有志創新的青

年人發揮所長，成績令人鼓舞，又指特區政
府將會加大力度支持創新創業人才培育工
作，努力搭建官、產、學、研、用的共享平
台，積極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造福社會。

港港「「挑戰者挑戰者」」出爐出爐 迎戰全國創科賽迎戰全國創科賽

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將有助香港
青年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中。在昨日研討會上，與會者均
表示期盼大灣區規劃的出台，並認為
灣區將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廣闊的發展
空間，有利他們為未來「揼石仔」，
但港人需要爭取及創造條件，捉緊時
代脈搏，為國家作貢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昨日指
出，香港市場已經成熟，開埠初期的
發展空間不再，香港青年在空間及市
場較小下難以發展，而大灣區則是全
新的市場，並擁有創新的制度，讓青
年重拾當家作主的機會，創造他們想
像的未來。
他指出，大灣區是歡迎創新發展的

地方，青年只要有對國家好、香港好
的抱負，便可以於大灣區「揼石
仔」，將「一國兩制」結合國家的優
勢，令香港在灣區有獨有的角色。
張俊勇強調，大灣區的機遇並不是

國家的「禮物」，港人需要爭取及主
動創造，捉緊時代脈搏：「不是大灣
區要賦予我們什麼，而是我們要在大
灣區裡為國家的發展作貢獻。」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何建

宗認為，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將會為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該智庫支持
香港人在祖國大地發揮所長，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相信隨着港人在內地與內地民眾享有同等待
遇，將有助提升港人的獲得感和認同感。

他認為，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四大
要素中，人流至為重要，智庫未來將進一步就
跨境福利、大灣區9市發展與人才配對等方面
展開深入研究，盼解決港人在大灣區發展可能
遇到的各種問題。

配套措施將吸港精英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林至穎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快將推出，相信未來會有很多機
遇，令更多香港青年考慮在大灣區發展自己的生
活、事業等，及將中心置於大灣區，擴闊眼界。

他笑說，香港青年現在到內地發展，甚至較
5年或10年前更適合，而人才是大灣區發展重
要的一環，相信大灣區9市會有相應的配套及
創新的措施，吸引香港的精英。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兼理事林

朝暉表示，組織過去研究顯示逾八成在內地就
學的港生希望在內地就業，並有15%願意在
內地創業。
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身為港青的他認為，

青年首要是踏出第一步到內地就學，或以類近
「工作假期」的方式到內地生活。由於內地的
生活成本較低，他們可以先建立自己的人脈及
安全感，及適應兩地的差異及文化，有利於大
灣區發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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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介紹大灣區
優勢。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昨日舉辦香港青年內地發展研討會，張建宗(前排左六)，陳冬(前排左四)
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張建宗(左
三)呼籲港青
到大灣區不
同地方「走
一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陳冬(前排左三)等為創新項目特等獎獲得者
頒獎。 主辦方供圖■科技創新創業活動「挑戰盃」昨日舉行港區選拔賽頒獎禮。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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