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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億基金「過河」兩地青同創業

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

深港澳青年創業峰會揭幕 劉江華勉迎灣區機遇

■2018年深港澳青年創業峰會活動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仰鵬 深圳
報道）2018 年深港澳青年創業峰會暨
科技創新項目首場路演會活動昨日在
深圳人才公園拉開帷幕，來自深港澳
各社會團體青年代表超過 350 人參加
活動。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
示，香港特區政府鼓勵香港青年投入
■深圳十個區的深港澳創新創業基地在峰會現
場展示新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並已成立 3 億元
青年發展基金，基金可以「過河」與
內地青年一同創業。他期望香港青年
把握大灣區機遇，利用自己的創意和
拚勁北上開拓新天地。
「聚焦青年創業力量，
此次峰會主題為
助力灣區創新發展」，由深圳海外聯誼

郭永亮：灣區擬設港青中心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郭永亮表示，深圳已成
為創新科技發展的基地，為整個大灣區，以
至於港澳人才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撐，為港
澳青年帶來人才落戶、創業扶持等全方位政
策支持，這對於港澳青年北上發展提供充分
的動力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郭永亮還指出，未來，香港青聯將繼續大
力支持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發展，並計劃在
大灣區成立香港青年發展服務中心，在學
業、就業、創業和置業等方面為青年人提供
一站式的信息和支持服務。

林潔：續推便利港澳措施
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潔致辭表
示，近年來，深圳通過打造深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推動成立各類深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聯盟，舉辦形式多樣的創新創業交流活動
等一系列舉措，積極為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搭建平台、提供支持。
她指出，今日舉行的創業峰會，旨在深化
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為深港澳青
年實現創業夢想提供更寬闊的平台，希望深
港澳青年深入了解深圳的創新創業環境，抓
住「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機
遇，攜手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國際一流
灣區、世界級城市群。
她還表示，在國家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的歷史機遇期，深圳將繼續在科技創新、跨
境基礎設施建設、高等教育、醫療衛生等方
面全面深化與港澳互利合作，實現發展共
贏，同時制定出台更多便利港澳居民在深求
學、就業、創業和生活的政策措施。
峰會現場，深圳市中小科技企業發展促進
中心副主任劉愛華為現場香港青年解讀了深
圳市關於人才和創新創業的政策支持；前海
天使島投資公司總裁胡煒則講解了融資問
題。

「相約新時代，共聚
大灣區」深港澳青少年
交流活動昨日啟動，超
過 200 名港澳青年兵分四路分別參觀了深圳福
田、羅湖、南山的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並與進駐企業和創業青年進行了深入交流。不
少香港青年表示，此行旨在了解深圳的創業政
策和環境，為畢業後北上創業做準備。
據了解，深圳十個區（新區）均設立了深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形成了涵蓋高新科
技、商貿物流、創意文化、生態旅遊等不同產
業，滿足港澳青年多元化創業需求。基地自去
年成立以來，已先後吸引孵化了 307 個創業團
隊。
目前在香港就讀大三的香港青年小陳告訴
記者，此次實地參觀創業基地，是為了多了解
深圳的創業扶持政策，為畢業後的創業尋找方
向，此行在基地與多名創客前輩交流創業經
驗，收益頗豐。
昨日同步舉行的科技創新項目路演首場路
演會上，吸引了超過 20 個深港澳青年創新
項目報名，經過篩選最終有 5 個項目進入路
演，100 餘位投資機構和創業企業代表蒞臨
現場與路演項目負責人深入探討和交流，多
家機構表達了濃厚興趣和投資意向。
據悉，參加路演的 5 個項目分別是國華智能
的新一代智慧電視機、為旅遊業和旅人提供
AI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的 TRAVELFLAN、人
工智能調試機器人、路波科技、物種起源科
技，其中有四個香港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仰鵬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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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漢迪（左二）、陳升（右一）分享創業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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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香港青年聯會、深圳市眾創空間協會主
辦，亦是香港青年聯會在香港以外地區，規
模最大的一次跨境青年創業峰會。
峰會現場，主辦方安排了創業經驗分享、
創業政策宣講、創新創業成果展示以及項目
路演會等環節。
劉江華表示，隨着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的落實，以及港珠澳大橋、高鐵和蓮塘
香園圍口岸等基建相繼落成，港深合作以及
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將迎來新時代。對於香港
青年而言，將是一個新機遇。
他指出，特區政府鼓勵香港青年投入大灣
區發展，已經成立了 3 億元青年發展基金，
香港青年可以投放到深圳創業，基金可以
「過河」，也可以與內地青年一起創業。
劉江華期望香港青年透過基金的鼓勵，可
以利用擁有的創意和拚勁開拓自己的天地，
特別是在創意無限的深圳。
他說，未來將繼續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探討
打造更多共享創業空間，讓兩地青年可以享
用並發揮所長。

■深港澳青年創業峰會啟動儀式。

參觀創業基地
了解政策環境

昨日在創業峰會現場上，香
港青年冼漢迪、陳升等優秀創
業者先後上台與現場港青分享
自己的創業經驗。他們均認
為，創業不應過分追求熱點，
應找準適合自己的方向和領
域，用工匠精神耐心打磨。
對於創業初期，香港青年、中手
游移動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及
副董事長冼漢迪認為，創業方向不
應過分追求熱點，最主要是要找到
適合自己的行業，根據自己具備的
實際條件並結合市場需求，選準方
向，尋找好的內地合作夥伴。「腳
踏實地，貴在堅持。」

冷門做到熱點 離成功更近
香港青年學學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總經理陳升則認為，創業需要有工
匠精神，在創業方向的選擇上，有時
另闢蹊徑，可能比一窩蜂湧入熱點行
業和領域的機會更多，從冷門做到熱
點，也就意味着離成功更近了。
他還建議，香港青年應該通過多
參加社團和協會活動，更多了解內
地文化及市場，捕捉趨勢，同時需
要尋求合作的內地合夥人，培養自
己的企業家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仰鵬 深圳報道

田北辰：非泛迅剪筋 疑另有「真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沙中線
紅磡站月台鋼筋被剪短事件仍有多個疑團未
解，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田北辰透露，
剪短鋼筋的可能並非港鐵早前在記者會上所
指的分判商「泛迅建築」，而是另有其人。
多名工程界人士則批評本港現行工程監管制
度有漏洞，希望政府可立法加強規管，並盡
快成立具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今次
事件作調查。
田北辰表示，接獲消息指負責扎鐵的泛迅
在工程期間發現牆身的螺絲帽有問題，不能
將鋼筋扭入，於是向工程總承建商禮頓建築
（亞洲）有限公司報告情況，之後有人要求
報酬，指有方法可以處理問題。他並相信有
關方式是剪短鋼筋。
不過，田北辰指現時並不知道是何人將鋼
筋剪短，只是表示據了解鋼筋是在晚上地盤
沒有港鐵監工人員在場時被剪短。
他並指剪短鋼筋非簡單工序，需要使用壓
力剪，但一般扎鐵公司不會有壓力剪，而且
泛迅可要求總承建商禮頓自行負責螺絲帽工
程，沒有動機做出相關行為，所以相信將鋼
筋剪短的並非泛迅。

■球迷在酒吧睇波，餐桌上放滿飲料和食物。

若委會「無權」或挺特權法
◀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月
台鋼筋被剪短事件仍有
多個疑團未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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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息指政府今日會開會，討論是否
有需要就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田北
辰相信委員會成立的機會很大。
他建議委員會應傳召相關政府部門、港
鐵和分判商作全面調查，強調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不能太窄，稱如果政府成立的委員
會不符期望，可能會改為支持立法會以權
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則指
現階段只得港鐵「自己查自己」，調查結
果將難令公眾信服，他同樣支持政府就事
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相信由
政府成立委員會較立法會調查的速度會較
快。
香港營造師學會副會長岑厚德則認為，今
次事件反映本港工程監管存在問題，建議要
求負責監管工程的項目經理須進行註冊，令
工作變得專業化，他認為如果負責監管的人
士與總承建商一樣要為工程問題負上刑責才
可保證監管成效。

中科禮頓保密協議被指不適用

揭發今次港鐵沙中線紅
磡站月台鋼筋被剪短的工
程分判商中科興業有限公
司，一度就事件要求與運
輸及房屋局及港鐵等持份
者開會，但與工程總承建
商禮頓建築（亞洲）有限
公司高層開會後又撤回要求。
多名工程界人士都關注令中科
改變決定的會議內容，質疑兩
間公司的保密協議在今次事件

中是否仍然適用。
中科在去年 9 月 15 日就沙中
線工程合約編號 1112 相關的技
術事宜向運房局提出會面要求
後，亦有跟禮頓高層開會。
中科早前向傳媒指，禮頓高層
在會面期間口頭承諾會就工程問
題採取補救措施，因而在同月18
日取消與運房局開會的要求。
不過，中科一直未有透露與
禮頓達成什麼協議，指兩間公

司之間有保密協議。香港建造
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質疑
指分判商與承建商簽署保密協
議主要目的是確保設計不會外
洩，認為協議在今次事件中並
不適用。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
廣德則提出，政府應立法保護
揭弊者，豁免因保障公眾利益
而違反保密協議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睇世盃有貼士 咪劈酒四圍走

▲《城市論壇》昨日討
論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月
台鋼筋被剪短事件。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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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世界盃足球賽將於本周
四揭幕，衛生署呼籲球迷觀賞賽事時，注意身體和飲食
健康，避免飲用酒精飲品和吸煙，又呼籲市民觀看賽事
期間，避免長期坐下或躺着，盡量定時進行伸展運動或
四周走動，並預留時間做運動，保持足夠體能。
衛生署發言人昨日表示，雖然有些球迷喜歡選擇香脆
美味的小食（例如薯片和煎炸食物）、高糖飲料和酒精
飲品以增加觀賞世界盃的氣氛，但市民為自己健康着
想，仍要維持健康飲食習慣。
發言人說，部分賽事將進行至深夜，球迷要注意保持
足夠睡眠，睡眠不足會減低個人免疫力，令人容易生
病，影響工作表現，易生意外和受傷。
發言人說，奉行健康生活模式有助預防約八成的心臟
病、中風和二型糖尿病，以及四成的癌症個案。政府最
新公佈的《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
劃》，目標之一是將青少年和成年人體能運動不足的普
遍率相對降低 10%。市民在觀賞足球比賽之餘，亦應盡
量參與各項體育活動，親身感受運動的樂趣。
衛生署並提供一些觀賞世界盃的健康貼士，包括可選
擇一些較健康的小食，例如焗薯片、焗番薯片、粟米
片、原味果仁（無添加鹽）及低脂爆谷等，控制小食的
分量。

衛署籲水果作小食

衛生署建議以水果作小食，以達到每天最少兩份水果
的目標。同時多喝清水或於家中可自製一些美味又提神
的飲品，如青檸混入梳打水等。
衛生署發言人亦提醒市民，控煙辦公室會在世界盃
足球賽舉辦期間，加強在酒吧和酒館中違例吸煙的執
法行動，並會去信酒吧，呼籲場所管理人落實執行禁
煙措施，確保室內公眾地方無人吸煙，保障員工及顧
客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