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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港澳項目入圍粵港澳創新創業大賽複賽

粵打造灣區青年協同雙創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8 日至 10 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新創業大賽複賽在廣州舉行，從近
出的 135 個項目進入複賽，其中，港澳
項目 13 個，佔比一成。昨日，複賽項
目在廣州黃埔區集中展示交易。以大賽

■林至穎（中）表示，香港青年並不滿足於打工，創
業需求非常強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為契機，粵港還首次組織 40 名港澳創
業青年，開展「雙創」交流營活動，參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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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科技企業，了解內地扶持政策，並與
內地「雙創」團隊深度交流。
屆大賽由廣東團省委等 16 家單位聯合主
本辦，並聯合港澳當地青年社會組織，設立

香港專項賽和澳門選拔賽。大賽吸引很多香港團
隊報名，經過 2 個多月的比拚，13 個優質港澳青
年創業項目入圍複賽，其中香港 8 個。昨日，包
括 13 個港澳項目在內，有 80 個複賽項目在廣州
黃埔區集中展示交易。

後續將提供系列扶持措施
大灣區蘊藏大量創業機會和條件，是吸引港青
參賽的主要目的。港青林朝暉團隊創辦的二手車
O2O（Online to Offline 線上到線下）平台「米
庫網」已在福建落地，並在全國有 110 多家加盟
商，在業內已有一定知名度。「我們不是二手車
交易平台，而是為二手車商提供金融、信息、管
理、培訓等服務，在內地這種模式很少。在大灣
區建設背景下，我們十分期待借助大賽，在華南
地區落地，打開更大市場。」林朝暉說。
主辦方介紹，大賽將為包括港澳在內的項目團
隊提供一系列扶持措施。複賽期間，將配套舉辦
青創沙龍、青創訓練營、成果交易會、粵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交流營、粵港澳青年社團座談等系列

林至穎：：港青創業需求巨大

2,400 個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項目中勝

活動，助力晉級複賽團隊提升發展。
據廣東青年就業創業指導中心負責人介紹，大
賽只是支持粵港澳青年創業的一個前端服務。在
後續，16 家廳局單位還將整合各自政策、資
源，提供一系列孵化、投融資等扶持措施，為大
灣區創業青年提供全流程、全體系的精準幫扶。
借助這些資源，打造一個開放的粵港澳青年協同
創新創業平台。

40名港澳青年走訪科技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以本次大賽為契機，
按照中央和廣東省委省政府關於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協同創新要求，三地啟動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新創業交流營活動。8 日至 10 日，包括本次
入圍複賽的部分港青在內，來自港澳的 40 名創
業青年，走訪騰訊集團總部、百達豐集團總部、
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園有限公司、廣州億航智能技
術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業，了解內地企業在技術
創新、產品創新、模式創新上的進展以及成果。
同時交流營還走進深圳灣創業廣場、創業孵化園
區，讓港澳創業青年切身體會大灣區創業氛圍，
詳細了解創業幫扶政策，促進大灣區創業交流。

港澳青年談創新創業
林煒琳：開發了「智能游泳手錶」創業項目
內地服務青年創業支持力度非常大，通過考察和大
賽，了解到更多大灣區的扶持措施。建議港青多到
內地參觀，了解市場後可以很好找到創業方向。
黃波：開發了「停車易」創業項目
希望進入大灣區這個龐大市場。創業大賽模式很
好，可以讓更多港青找到創業市場。
曾雪兒：創業者
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在香港反響很大，希望今後
繼續舉辦。同時，這次北上參觀獲益非常大，見識了
不同的創業環境，希望粵港兩地可以組織更多青年到
內地參觀學習和交流。
吳舒景：已在內地創業
內地有很多領域適合香港青年，可以發揮自身優
勢，在創業道路上有一番作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下
午，共青團廣東省委副書記武一婷及廣州市黃埔區相
關負責人，在大賽期間接見了港澳社團及港青創業團
隊，聽取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創業有關意見。
廣東省政協港澳委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林至
穎是早期來廣東創業的香港青年，此次全程參與首屆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的組織和籌辦工作。
「在大家印象中，似乎香港青年打工者居多，但事實
上，他們的創業需求巨大。據調查，香港20歲至40歲
的青年，超過一半人明確表示希望創業。」林至穎以數
據舉例稱，目前，香港本土有2,200多家年輕人創辦的
初創企業，涉及科技、諮詢、數碼、專業服務等。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港青年提供了
一個創業的「黃金時機」。透過「雙創」大賽以及和
內地同行交流，港青可以擴大自己的「創業圈」。

望集中發佈扶持政策

他指，目前，港青在大灣區廣東 9 市創業還存在一
些障礙，比如稅務、醫療、教育、住房、交通等問
題。他希望，在中央支持下，粵港澳三地將很好地解
決這些問題。
他續指，目前大灣區內各地扶持創業的政策很多，
但比較零散。他期待香港與廣東方面，能夠通過某種
方式，集中發佈這些扶持政策，讓港澳青年及時了
解。「比如，創立一個面向大灣區的諮詢發佈平台，
分類集中發佈所有的政策，讓港澳青年能夠更好地檢
索和發現這些訊息。」

廣東擬建人才公寓 扶持青年創業
人。為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
香港會計師工會主席雷添良提出強
化港澳優秀青年人才在粵生活保障
的建議。廣東省政府最新表態透
露，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服務
港，配建青年人才公寓。同時，廣
東將印發《廣東省高層次人才安居
工程實施辦法（試行）》，給予經
廣東認定的高層次人才租房補貼、
購房補貼、貸款貼息、租賃型或產
權型人才公寓等，解決高層次人才
的居住問題。
■廣東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服務港，將配建青年人才公寓，以解決港
澳青年居住問題。圖為香港學生到廣東參加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
州報道）廣東省政府近日陸續公開
對港區人大代表建議的回覆函，建
設大灣區「便利生活圈」成為關注
重點。廣東省政府日前在回覆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有關建設港澳
青年就職公寓的建議時，提出廣東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服務港時，
將配建青年人才公寓，以解決港澳
青年居住問題。此外，廣東省政府
最新披露稱，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編制過程中，港澳享受同等公
民待遇、加強粵港青年深入交流、
拓展就業創業等方面已經納入統籌
部署。
根據一份 2017 年對 120 名在粵求

學港籍學生調查顯示，在職香港青
年中，超過 50%常居廣東，常居香
港者僅佔 28%。此外，超過半數受
訪港青有定居廣東的想法。

廣州工資不高 住房租金不菲
在廣州生活和就業的港青陳維媚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廣州工資水
平不高，然而每月住房租金不菲。
她笑言：「每次交租，心裡都會動
搖『是否該留在這裡』。如果回港
發展薪水更高，但廣州機會比較
多。」她說，一直有關注廣州本地
人才公寓政策，然而大多數人才公
寓僅限本地居民申請。
有此困惑的港青不止陳維媚一

期待人才公寓 提供配套設施
儘管該實施辦法尚未印發，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大灣區部分城市已
經先行推出港澳人才公寓。深圳市福
田區近日已新建成「水圍香港科技人
才公寓」，吸引7家港資企業的10餘
位優秀人才。佛山也建設了「香港
城」配置人才公寓，符合條件的香港
青年，最高可享受3年共15萬元人民
幣的人才公寓租金補貼。在廣州南沙
所建設的人才公寓，也提出優先安排
港澳及外籍人才入住。
對於港澳人才公寓，在大灣區內
創業的港青李丹雨表示，如果大灣
區可以提供比在港澳更舒適的住
所，無疑會更吸引港青北上發展。
她說，如果港澳青年有聚集的社
區，會更容易建立人脈網絡，也更
有歸屬感。陳維媚則笑言，期待人
才公寓提供健身、餐飲設施。

河北男子涉故意殺人 19 年後改判無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澎湃
新聞報道，河北唐山男子廖海軍 19
年前捲入一宗殺害女童案件，被控
故意殺人罪，其父母廖友、黃玉秀
亦被判包庇罪。昨日，唐山市中級
人民法院對原審被告人廖海軍故意
殺人，廖友、黃玉秀包庇再審發回
重審一案進行了公開審理，並當庭
宣判三人無罪。
原審審理稱，1999 年 1 月 17 日
12 時許，廖海軍將同村 2 名 9 歲女
童殺害，並在其父廖友、其母黃玉
秀協助下將兩被害人屍體拋入新集
村村外一廢井內。原審判決廖海軍
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廖友、黃玉秀犯

包庇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廖海軍憶述當年情況，稱該兩名
女童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在全村
展開調查，母親因警方上門時屢次
出言不遜與之發生爭執，「用餵豬
的勺子打了一個警察一下」，三人
隨後就被帶返派出所。廖海軍坦
言，母親於上月去世，但她臨終清
醒時一直後悔當初不該與警方爭
執。
唐山中院再審認為，事實不清、
證據不足，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不
能成立，遂作出上述刑事判決。
案件啟動重審程序後歷時 9 年。
唐山中院表示，案件進入重審程序
後，法院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嚴

肅認真的態度，嚴格貫徹「疑罪從
無」的現代司法理念，堅持證據裁
判原則，本着對事實、對法律、對
當事人高度負責的精神，對本案全
部證據進行了認真歸納、整理、分
析；對公訴機關的指控意見和律師
的辯護意見反覆審查；多次召開專
門會議，對本案的事實認定和法律
適用予以評價、論證。由於該案案
情重大、疑難、複雜，涉案證據材
料繁多且時間跨度大，對相關證據
審核認定比較複雜，整體難度較
大，故審理周期較長。
再審宣判後，唐山中院已告知廖
海軍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後可以依
法提起國家賠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