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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江蘇社團
總會日前主辦首屆「蘇韻流芳」青少年國畫
比賽，邀請全港所有中小學，合共逾500位
學生參加。大會更選出32張畫作，於上周
五作慈善拍賣，當中4幅冠軍作品於現場拍
賣，其餘28幅獲獎或優秀作品透過網上拍
賣，合共籌得逾22萬元善款，全數捐贈匡
智會。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表示，
參加是次比賽的同學都非常優秀，畫作各具
特色，有些作品展現江蘇的風土人情，有些
描繪當地的美食、服飾和水鄉建築，令人印
象深刻。 圖︰受訪者提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國 畫 比 賽

深港青年交流雙創 聽前輩講故

澳門立會取經 遇問題要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新

界鄉議局兩個月內再度組織粵港澳

大灣區考察團，50多名成員包括主

席劉業強、副主席林偉強及多名鄉

事委員會主席，日前到珠海及澳門

考察，包括港珠澳大橋及珠海橫琴

新區，並參觀澳門立法會大樓，拜

會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立法會主

席賀一誠（見另稿）。劉業強強

調，香港發展並不能像過去般單打

獨鬥，要與內地及澳門優勢互補，

達至多贏。他又建議，隨着港珠澳

大橋開通，新界扮演香港與內地的

紐帶角色越見重要，建議特區政府

重新檢視沙頭角、打鼓嶺等現時仍

屬於禁區內的地區規劃。

自5月底至6月初考察大灣區的「東線」
─廣州、惠州及深圳後，鄉議局再度

組織考察團，前往位於珠江西部的珠海及澳
門。考察團由劉業強擔任團長，林偉強擔任副
團長，並邀請到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鍾毅、
副部長兼巡視員張肖鷹分別出任榮譽顧問及名
譽顧問。
多名鄉紳亦有隨團，包括沙田區議會前主
席韋國洪、西貢北鄉事委員會主席李耀斌、沙
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上水鄉事委員會主
席侯志強及前立法會議員黃容根。

上大橋「打卡」為國家驕傲
考察團上周五（20日）登上港珠澳大橋及
西人工島，並聽取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黨委副書
記、行政總監韋東慶講解，了解大橋的施工過
程及當局為大橋通車的準備情況。
不少鄉紳皆是首次登上大橋，不停拍照
「打卡」留念，眾人更在青州航道橋的「中國
結」橋塔下合影。考察團之後參觀橫琴展示廳
及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晚上與中共珠海市委統
戰部部長郭才武及副部長曹風雲等交流。
上周六（21日），考察團轉到澳門，參觀
澳門立法會大樓，拜會賀一誠，雙方就大灣區
發展、澳門立法會工作、港人關注的澳門議題
如土地、房屋、旅遊業及博彩業發展等交流。
劉業強總結行程時表示，鄉紳對即將通車
的港珠澳大橋最感興趣，因大橋不單是世界最
長的跨海大橋，達55公里，還擁有世界最
長、埋入海底最深的沉管隧道，被譽為「現代
世界七大奇跡」之一，除了眼界大開，更對國
家取得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感到無比驕傲。
他指出，日後從香港駕車到珠海或澳門，
最快只需半小時，而且不需繞道深圳和虎門，

有助推動三地的經濟發展，屆時港珠澳會形成
「一小時生活圈」，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領
域。

港與其他城市可互聯互通
劉業強更提到，發展應規劃先行，而規劃
也應考慮多方面，但香港回歸21年以來，一
直都是以自己的思維去規劃，而大灣區規劃則
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出發，正好為香港與其他鄰
近城市優勢互補、互聯互通提供契機。
他說，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又多一個陸路
口岸透過新界連接香港與內地，但慨嘆新界發
展過往受到忽略，土地規劃過於着重環保等其
他因素，拖慢發展，「有很多荒廢魚塘、農
地，過往被視為沒有價值，因距離香港市區較
遠，但隨着新界成為香港與內地的紐帶，應該
要以新思維規劃新界發展。」
劉業強認為，在落馬洲河套區發展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是良好示範，希望特區政府可以重
新檢視沙頭角、打鼓嶺、香園圍等現時仍屬於
禁區內的地區規劃，「我不明白為何仍有禁區
這個東西。」

迎大橋融灣區 新界成紐帶
鄉局組團考察珠海澳門 劉業強倡檢視禁區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兩岸三地青
年聯動，積極投入創業創新。由上海市台
協等多個單位聯合主辦的「2018上海海峽
兩岸青年創業大賽」，上周五舉行香港分
站複賽，共有20支來自兩岸三地的青年創
業隊伍，展示「互聯網+」、文化創意、物
聯網IOT、生命健康等四個領域的創新項
目。有團隊結合中華傳統文化及新科技，
以「智能泡茶機」創新項目參賽，希望吸
引更多年輕人愛上喝茶，獲得賽會讚賞。

兩岸三地青年 創業賽顯身手

是次比賽由上海市台協、上海市科創
中心、上海市青聯、上海市就業促進中
心與台灣相關協會等聯合主辦，於今年5
月啟動，共收到425個參賽項目，其中內
地187個、香港40個、台灣156個、海外
42個，其中220個項目晉級，分別於香
港、台北及上海分站舉行複賽，最終選
出20個項目於8月的總決賽比併。
香港分站複賽當日，各團隊就其創新

創業項目，向評委進行專案陳述及現場
答辯。上海金山科創園總經理王瑋表
示，比賽可讓創業青年有脫穎而出的機

會，同時亦讓投資者發現具潛力項目。
他認為，香港賽區整體水平良好，偏向
市場應用，不少項目已經完成創意階
段，到了孵化階段，他又讚賞參賽的港
青團隊協助性強，分工明確，「這對創
業來說很重要。」
另外，亦有參賽項目出自兩地青年合

作的團隊，他表示，不同背景的青年聯
手，思維可更為活躍。
王瑋並對香港賽區的「TEAMOSA智

能泡茶機」項目讚賞有加，「構思非常
新穎、有創意，同時也在傳承中華傳統

文化，他們發明新工具，讓更多年輕人
愛上喝茶。」他寄語創業青年，一定要
堅持夢想，直到夢想達成。

港青製「智能泡茶機」盼後生仔愛上品茗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顧過
去一年立法會的工作，指立
法會運作大致暢順，整體氣
氛正面，政黨及議員的立場

及觀點雖有分歧，但在不少民生項目都能達至共
識，認為行政立法關係緩和，是立法會議員與政
府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會以誠懇、務實及謙卑
的態度，與立法會加強聯繫，梳理分歧、求同存
異，讓立法會審議立法和撥款建議時，能更順暢
及更有效率。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本屆政府一直致力

與立法會各政黨和議員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保持
恒常溝通，而綜觀這一年，立法會運作大致暢
順，整體氣氛正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年的首
份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順利通過，是9年來首次，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於本年5月上旬通過，審議
過程也較過往快。

張建宗：法案通過增逾倍
他又指，本立法年度立法會共通過27項政府
提交法案，較上年度只通過12項翻了一番有
多。今年3月，政府就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
委員會的議程與議員交換意見後，按「民生先
行、先易後難」的原則調動議程，讓審議更為順
暢。
財委會方面，張建宗表示，本立法年度通過

98項共值2,514億元的項目，較上年度只通過29
項共值759億元，大幅增加逾3倍，款額是5年
來最高。當中36項與工務工程有關的議程項
目，涉及86個工程計劃，包括2018-2019財政年
度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合共承擔額為
1,681億港元。
至於工務小組委員會，張建宗指，本立法年度

通過47個項目（涉及83個工程計劃），當中一
半毋須在財委會分開討論。上年度只通過18個
項目（涉及26個工程計劃），當中只有11%項
目毋須分開討論。

特首與會 有問必答
他表示，行政長官以行動展示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的決心，增加出席立法會會議次數，且有問必
答，提升政府透明度，在本立法年度共出席12
次立法會會議，創歷史紀錄，突顯開明管治新風
格。
他續說，自己也每周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正副

主席會面。各司局長亦在事務委員會聽取並吸納
議員意見，親自解釋和游說，推動政策不會假手
於人，更不會「外判」責任。

官員落區 多接地氣
為了更好掌握地區事務和民情民意，張建宗

指，司局長積極「吸地氣」，不但能將政府與基
層的距離拉近，更能增加政府透明度。由本屆政
府去年7月上任起一年內，主要官員合共進行
134次區訪，即平均每兩個工作天便有一位司局
長落區。
他表示，為求施政報告更到位，政府去年舉行

多場諮詢會，吸納民意。距離今年10月發表的
第二份施政報告約有兩個多月時間，公眾諮詢現
已展開。行政長官連同他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
開始與各界人士會面，全面和廣泛蒐集市民意
見，集思廣益，以制訂切合市民和香港所需的政
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行立關係趨緩和
民生議案更順暢
���4BZ

除了登上港
珠澳大橋外，
鄉議局此行另

一個重頭戲為拜會全國人大常
委、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
澳門立法會每次全體會議僅由

下午3時開至晚上8時，沒有拉布
或流會，賀一誠更指澳門沒有反
對派，只有四五個議員對特區政
府的監察會積極一點，而議會的
整體運作也很暢順。
相反，香港立法會往往被形容

為拖慢特區政府的政策和工程進
度。被問到有何良計給予香港立
法會，賀一誠指不便評論香港問
題，但強調自己遇上問題就會積
極找辦法解決，如果坐視不理，
只會令問題越來越嚴重。
除了香港，澳門也面對着土地和

房屋問題。賀一誠說，澳門是全球

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如果不填海就
沒有可能照顧發展需要，而連接港
珠澳大橋珠澳口岸及澳門半島的填
海區新城A區，未來將會興建大量
公屋，照顧年輕一代的住屋需要，
又笑言很多單位將會有全海景。

重建遇業權問題
不過，他坦言在舊區重建遇到

困難，因有部分土地屬於永久業
權，有的更是業權分散，只要有
一個業權人不同意，當局也不能
買回該土地。
劉業強總結行程時表示，雖然

澳門與香港的議會組成及民情等
不盡相同，但都面對土地、房
屋、交通及人口老化等問題，而
大家同屬粵港澳大灣區一員，多
溝通交流始終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圳市港澳辦以 「2018年度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為契機，日前舉
辦「深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日」 活動，
組織約150名在深實習香港大學生及部分
青年代表，參觀東江集團、優必選、創
客工場、銳明等高新技術企業，及深港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和南方科技大學，並
邀請在深香港青年創客與實習青年互動
交流。
自2015年起，「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實
習計劃」已連續開展4屆，逾2,500名香
港大學生赴廣東知名企業實習。
作為推進深港青年交流的重點項目，
深圳市港澳辦全力支持該實習計劃，4年
來累計發動361家企業，為香港大學生提
供了約2,674個實習崗位，吸引了1,162

名香港大學生來深實習。

與董事長直接對話
「深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日」活動通

過組織參觀考察、座談交流等形式，安
排香港青年直接對話東江集團董事長李
沛良和在深香港青年創客，傾聽新老兩
輩在深香港創業者的故事和體會，切身
感受深圳創新創業氛圍，鼓勵和促進香
港青年來深成長發展，為香港青年拓展
未來發展空間奠定基礎。
深圳市港澳辦副主任姜力琨表示，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已經有4年
了，今年共有近500個實習崗位。
以前香港青年選擇專業時更側重金融

服務業等，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無論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還是

產業融合，都有很多
機會給港青。
他表示，改革開放

40年，深圳取得了很
大的發展，深港合作
也從前店後廠到深度
融合，未來可能聯手
到海外推介和共建國
際科技平台，空間很
大，還有河套地區的
發展，也是未來深港
合作的重要平台。
他希望通過交流讓香港青年更實在感

受到內地的發展，和內地提供的創新發
展機會。
參與活動的香港大學生表示，本次活

動幫助他們開拓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並從與在深香港青年創客面對面交流中
得到啟發，深刻感受到深圳創新創業氛
圍，獲益頗豐，並希望今後能夠通過深
圳這個平台，進一步拓寬自身發展渠
道。

■香港區複賽日前順利完成，右二為王
瑋。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劉業強（左）和賀一誠（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代表團考察橫琴展示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鄉議局成員登上港珠澳大橋考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150名港生參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張建宗網誌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
張建宗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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