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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聚集人才
要打造真正充

滿活力的世界級

大灣區，需打造

一座人才流動之

橋。「粵港暑期

實習 計 劃 同 學

會」可發揮聚沙

成塔、集腋成裘

的作用，聯絡更

多兩地同學，鞏

固情誼，為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聚

集人才。在此基

礎上，設立「世

界大學畢業生粵

港澳大灣區實習

計劃」，有利於

吸納世界級大學

的優秀畢業生進

駐灣區，彌補粵

港澳大灣區缺乏

世界級大學支撐

的短板。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
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
局的新舉措，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的新實踐，也是為港澳同胞和大灣
區內地人民謀福祉的重大舉措。以習近
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高度重視、寄予厚望。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並親自見證簽署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來，粵
港澳大灣區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熱議、媒體高度關注的話
題，各界對大灣區建設充滿期盼。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
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主動回應香港社
會主流訴求，積極宣傳和團結帶領香港社會各界全力對
接大灣區建設。
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屆時將為大灣區建設提供重要

的基礎設施支撐。而要真正打造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大灣
區，還需打造一座人才流動之橋。
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一座人才流動之橋，方式可多種

多樣。香港特區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與廣東省合作，以
擴大香港青年在內地實習的機會，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
務委員會推出「粵港暑期實習計劃」，額外增加香港青
年到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等實習名
額，希望透過計劃提供更多香港青年赴內地實習的機
會，讓更多香港青年人了解內地職場及親身感受當地文
化，開拓視野、豐富閱歷、培養他們成為優秀的人才，
為國家及香港的未來作出貢獻。

「粵港暑期實習計劃」效果好
2017年1月18日，廣東省政協第十一屆五次會議開
幕，會議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提到要拓展港澳工作
時寫明：「密切與港澳社團及代表人士的聯繫，圍繞

加強港澳與內地合作，積極建言獻策，依託香港新活
力青年智庫和澳門青年聯合會等載體，做好港澳青年
工作，為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促進內地經濟社會
發展作出努力。」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於2014年成立
以來，積極促進香港與內地的青年交流，目的是開拓
香港青年的視野，了解國情，鼓勵廣大香港青年關注
國家的發展。其中組織香港青年內地交流團，收到很
好效果。
在廣東省依託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做好港澳青年工作

方面，例如「2017年粵港暑期實習計劃—東莞市」的承
辦機構，就是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實習生的來源有：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還有英國大學的學生。內地的香港
學生來自暨南大學、泉州華僑大學、福建大學、福州大
學，還有東莞本地的學生。接待實習生單位理文造紙給
學生們提供很好的實習環境，兩地學生相處得很融洽，
學生在一個月的實習期生活，職場上得到歷練，加深了
對國情的認識。
實習計劃結束後，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成立了「粵港

暑期實習計劃同學會」，將這批學生聚在一起，發揮聚
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作用，通過同學會這個平台，聯絡
更多兩地同學，聯繫情誼，整合群聚，將「粵港暑期實
習計劃」的積極意義擴大。「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同學
會」有助深化粵港青年交流，借助國家大灣區建設帶來
的契機，可聯絡更多兩地同學，鞏固情誼，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聚集人才。
近年來，珠三角各城市均推出一個個招才引智計

劃，如「紅棉計劃」、「藍火計劃」、「人才雙十行
動」，並通過項目獎勵金、購房補貼、人才綠卡、子
女入學、配偶就業等，吸引高層次人才落地，構建多
層次人才體系，為新一輪發展謀篇佈局，積蓄新的發
展動能。

吸引世界各地大學生來灣區實習
今年8月12日，廣東省政府公佈答覆全國政協委員楊

志紅委員《關於設立「世界大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
習計劃」的提案》，表示將吸引青年人才到粵港澳大灣
區內實習、就業，並指出今年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
大灣區青年提供更多機會，廣東已與香港商定「粵港暑
期實習計劃」更名為「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
劃」，提供更多金融、新媒體、高科技企業實習崗位。
設立「世界大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習計劃」，由

廣東省政府牽頭和粵港澳大灣區有關企業（因企業本身
會在吸納優秀人才上受益）合作，撥出資源設立世界大
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習名額，世界各地大學畢業生
到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實習三個月後，若實習生願意留下
工作，企業也滿意其學識、技能和工作態度，可透過項
目獎勵金、購房補貼、人才綠卡、子女入學、配偶就業
等，吸納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員工，讓世界大學人才
和科研成果參與和應用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同
時，在「世界大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習計劃」的基
礎上，可成立「世界大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習計劃
同學會」，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吸引世界各地大學的人
才。
在其他三大世界級灣區的創新發展歷程中，世界級高

校均發揮支撐作用。比如三藩市灣區擁有5所世界級研究
型大學，紐約灣區擁有58所大學，其中紐約大學、哥倫
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國
際著名學府集中於此。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
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但缺乏世界級大
學支撐，僅香港擁有4所國際性大學，這是明顯的短板。
設立「世界大學畢業生粵港澳大灣區實習計劃」，有利
於吸納世界級大學的優秀畢業生進駐灣區，彌補粵港澳
大灣區缺乏世界級大學支撐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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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操控油價已力不從心

白宮主人有一個「傳統」，就是要操控世
界，包括政治、軍事、貿易、匯市和油價等
等。當美國要操控匯市的時候，美國「御
用」媒體定會先賊喊捉賊，宣佈華盛頓政府
認定的所謂操控匯率的國家。當華盛頓要進
行摧毀衛星的試驗時，亦會先指責某個國家
企圖發動太空戰，以掩蓋其卑劣行徑。特朗
普為了操控國際油價，則先拉攏沙特等產油
國私下訂立同盟、同步配合操控。進入21
世紀以來，美國曾經幾次將油價人為推高或
者壓低，以達到謀利和搞垮他國經濟的目
的。
俄羅斯是一個石油出口大國，國際油價對

俄經濟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為了搞垮俄
經濟，就曾故意將國際油價從100多美元壓低
到30多美元，將俄羅斯經濟推向崩潰的邊
緣。在中國的幫助下，俄羅斯已經渡過低油價
的難關，華盛頓於是試圖大幅度提高油價，希
望借此增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成
本，以配合白宮對中國展開的世紀貿易大戰。
然而，歐盟、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等主
要經濟體已公開拒絕美國「制裁伊朗」的不正
當要求，繼續和伊朗做石油生意，這凸顯特朗
普操控國際油價已經力不從心。

「去美國化」成國際共識
俄羅斯為了反制美國的操控油價行動，日

前出動了大量的軍艦前往美國的阿拉斯加附近
海域，以此來表達對伊朗的聲援。俄羅斯意識
到，美國對伊朗的石油制裁必將危害到俄的經
濟利益；一旦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生效，美國再
聯合沙特，用沙特的石油來操控世界的油價，
對俄羅斯乃至整個世界的後果都是相當嚴重
的。俄羅斯出動海軍艦隊，就是為了對美國形
成了一種牽制，也是對伊朗最好的支援。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美國這一次對俄羅斯、伊朗

和土耳其的相關制裁，不僅引起世界的公憤，
也因此形成了俄伊土的反美聯盟，特朗普可謂
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特朗普上任以來，先是退出TPP協議，認

為沒有美國的參與，TPP無法生存，沒想到日
本帶領推出了新的TPP。美國不斷退出相關國
際組織，放棄全球治理的責任，大肆擴充國防
開支，提出野心勃勃的軍事發展計劃，不斷威
脅盟友，到處製造事端，發起的貿易戰更是在
國際造成一片混亂。面對特朗普的不確定性，
世界各國無可奈何地需要作出各自的戰略選
擇，其中「去美國化」已成為一個顯著的國際
共識。

歐盟不再相信華盛頓
特朗普對歐盟的敲詐勒索，讓歐洲產生了

極強的對美國「離心力」。「美國不是可以
信賴的依靠」成為歐洲國家領導人最常用
語，「歐洲必須團結起來依靠自己」亦成為
歐洲國家的共識。正是特朗普對歐洲的蠻橫
態度，為英國脫歐後本已受挫的歐盟一體化
趨勢注入了新的動力，強化了歐洲國家內
部合作的需求。現在的歐洲，雖然在多個
方面離不開美國，但正在致力於減輕對美
國的依賴，經濟上是如此，軍事安全上亦
是如此。
歐盟與日本達成自貿協議、中日韓啟動自

貿區談判，都是因為特朗普反覆證明自己不
是可靠的談判對象。特朗普為了打造外交
「政績」，不顧美國國內的強烈反對，先後
與朝鮮、俄羅斯等舉行了會晤，然而，人算
不如天算，原本可以高調吹噓政績，轉眼間
就成了廣受批評。特朗普的外交失誤，已經
讓美國成為「孤家寡人」。特朗普的所作所
為，已經證明他已經無法操控油價，更無法
當世界領導人。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北京峰會推動中非合作跨越式發展

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將於9月3日
至4日舉行。中非領導人將圍繞「合作共贏，
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這一
峰會主題，共商合作，共話未來。這是中非
合作論壇繼2006年北京峰會和2015年約翰內
斯堡峰會之後，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
團圓，屆時，眾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和非盟委
員會主席將率團與會，聯合國秘書長作為特
邀嘉賓、27個國際和非洲地區組織作為觀察
員也將出席峰會有關活動。
9月3日下午，習近平主席將在論壇北京峰會

開幕式上發表重要主旨講話，全面闡述中國加
強對非關係的新理念新主張，宣佈中國對非務
實合作的新行動新舉措。此次論壇會議將通過
《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北京
宣言》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行動計劃
(2019-2021年)》，全方位規劃未來3年以及今
後一段時期中非合作的優先領域和重點方向。
中非關係長期保持高水準發展，已成為中

國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典範。中國與非
洲是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命運共同體，也

是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中方
堅定認為在未來多極世界中，非洲完全有資
格成為重要一極。在非洲站起來、強起來的
歷史進程中，中方願成為非洲最可靠的堅定
戰略夥伴。
中非合作論壇成立18年來，論壇框架下的
中非合作成效顯著，成果有目共睹，受到非
洲人民一致歡迎和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今
天，中非合作論壇已成為中非合作的響亮品
牌，也成為引領國際社會對非合作的一面旗
幟。舉辦論壇北京峰會，是中非雙方全面深
化中非友好合作、積極應對全球挑戰的一致
要求，此次峰會將再次彰顯中非團結合作的
強大生機，助推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的良好
勢頭，匯聚國際社會促進和平發展的正義力
量。中方願同非方把「一帶一路」建設同落
實非盟《2063年議程》、聯合國2030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非洲各國發展戰略更好地結合
起來，積極推進中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非洲的
發展振興開闢新的空間，提供新的動力。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劉小麗偷步宣傳反抹黑他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的選舉策略從來都只有一招：就是製造「稻草人」
來攻擊，這既是源於反對派的立場和定位，也是由於反對
派政治上有破壞無建設，對政策沒有研究，對香港發展沒
有方略，所以只能不斷樹立不同的「稻草人」作為攻擊對
象。對於11月的九龍西補選，反對派不容有失，否則在九
龍西一敗再敗，整個反對派陣營恐怕將會兵敗如山倒，因
此反對派早早完成密室操作，定出劉小麗和李卓人的「小
人組合」，並且對於任何有潛力的對手都要除之而後快，
各種抹黑攻擊此起彼落。
近日反對派及其喉舌就不斷散播所謂「偷步」宣傳，指有潛
在參選人近日在地區進行非政治活動的宣傳，有「偷步」宣
傳、鑽法律空子之嫌云云。這種說法不值一駁，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如果某人曾公開宣佈有意在某項選
舉中參選，並且有證據證明確有其事，則有關費用才會計入選
舉開支，如果並沒有表態參選，而活動又與選舉及政治無關，
自然不屬於選舉開支，更不構成所謂「偷步」宣傳的問題。否
則，任何有意參選人在宣佈參選前，豈非什麼活動也不能出
席，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甚至不能在社會上露面，要像隱形一
樣，有這樣的道理嗎？反對派的指控不但無理，更是賊喊捉
賊。
其實，說到「偷步」宣傳，鑽法律空子，沒有人比反對派更
加擅長，也沒有人比反對派更加明火執仗。就以「小人」二人
組為例，劉小麗在今年頭已經表示會參選，並且不斷落區宣傳
造勢，這些算不算「偷步」？今年5月底，劉小麗宣佈放棄上
訴，並指自己已推薦工黨李卓人為自己的「Plan B」。至6月
底，她並指自己已加入工黨，有意參加11月九龍西補選，成
為反對派的「Plan A」。其後，劉小麗及李卓人的宣傳照和海

報開始出現，掛得滿街都是，這些選舉品以及使用的人力物
力，應不應該計入選舉經費？
在今年的「七一遊行」，劉小麗和李卓人都有擺街站籌款，

劉小麗呼籲捐款時明言選舉開支龐大，「一幅直幡、一張海報
都係錢」，說明有關捐款是用作選舉經費。據《蘋果日報》報
道，不少遊行人士響應捐款，相信籌款金額不菲，請問「小
人」二人組公然籌募選舉經費，並且借「民陣」的「七一遊
行」大舞台來作政治宣傳，為九龍西補選作準備，有關遊行的
開支、籌募的捐款，是否應該全部計入選舉經費？劉小麗在
11月更舉行飯局籌款，並以其轄下組織「小麗教室」沒有銀
行戶口為由，把籌得款項直接打進工黨的銀行戶口，當中是否
為了迴避《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19條「候選人須
如何處置某些選舉捐贈」，也令人質疑。
如果以金額及程度計，反對派的做法才是嚴重「偷步」，

對選舉造成嚴重不公平。更不要說，在之前的補選中反對派
還會進行大型初選，涉及數十萬元計的經費，客觀效果都是
為有關人士進行選舉宣傳，這些經費需不需要申報，反對派
為什麼不回應？劉小麗反咬他人，不過是潑人污水還自己清
白而已。
《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說：「你們當中誰沒有罪，誰就先用
石頭砸她吧！」反對派指責他人「偷步」宣傳不但指控無理，
更是賊喊捉賊。論鑽法律空子，誰可以勝得過反對派一班訟
棍？「小人」二人組既然要參選，就應該光明正大，拿出政
綱、拿出政績爭取市民支持，而不是一味玩各種政治抹黑，如
果抹黑有用，姚松炎就不會大熱倒灶。如果要在所謂「偷步」
宣傳上做文章，市民應該先去控告「小人」二人組，以捍衛選
舉的公正公平。

配合「健康中國」齊來尊醫重衛
方潤華

剛過去的8月19日是內地首個「中國醫師
節」，這是全體醫務工作者無比光榮的日子，
表達了人們對「白衣天使」的尊重和愛戴。筆
者認為港澳兩地亦應積極響應、同時慶祝，以
感謝醫務人員治病救人、為巿民服務的大愛精
神。
習近平主席在節日前作出重要指示，高度

讚揚了廣大醫務工作者對保障人民健康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並強調「沒有全面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讓全國人民享
有更高的醫療水平服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涵，
要樹立「大健康」理念，把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健康為中
心，多年前推行「健康中國計劃」，希望全社會形成「尊醫
重衛」的良好氛圍，讓醫護人員的價值得到體現、付出得到
尊重，而廣大醫務工作者要修醫德、行仁術，為人民健康福
祉作出新貢獻。
習近平主席的一番說話實乃睿智遠見，眾所周知要享受幸
福生活的大前提便是擁有健康的體魄，若失去了健康再多的
錢財也沒有意義，因此人人必須做好健康管理，預防勝於治
療。我國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自古以來提倡養生之道，
講究治未病，數千年來炎黃子孫得以繁衍、昌盛，靠的就是
傳統中醫中藥保健和治病，今天這「國粹」仍為保障人類健
康發揮着重要作用；中國有像屠呦呦這樣的中醫藥人才，數
十年辛勤耕耘、刻苦鑽研，從傳統中藥材發明抗瘧疾藥物
「青蒿素」，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她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醫
藥學博大精深、古為今用之奇效，中醫藥經過數千年來去蕪
存菁定有更廣闊的前景。相信只要中西醫結合，必將為人類
帶來更大福祉。
欣悉本港幾所高校均已設立中西醫學院，培養專業人才服務

巿民。據最近媒體報道，世上最長工時的香港人均壽命全球稱
冠，除了地理環境、生活和飲食習慣等因素外，高效的公共醫
療衛生體系及醫護人員仁心仁術應記一功。大家知道能入讀醫
科的全是學界精英，由於是全英文教學，與世界接觸少些語言
障礙，畢業後為患者治病時若遇到疑問，可向全世界查詢最先
進的醫療資源和手段，開闊視野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療方案；
由於本港醫生具有專業資格，收入和社會地位都不錯，得到人
們的尊敬，加上香港具有完善和嚴謹的監督體系，醫生若發生
醫療事故可能失去行醫資格，因此香港的醫護人員大多具有敬
業樂業的精神，通常都會盡心盡力為病人診治，少些醫患問
題；此外，本港也擁有世界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和藥物，讓巿民
得到最好的醫治；還有本港巿民保險意識較強，許多人有醫療
保險計劃，一旦有病可以及時醫治。普通巿民如患上重病可往
公立醫院看症，若經濟條件好些的也可選擇私家醫院，不會因
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讓巿民看得起病、吃得起
藥，故此香港再次蟬聯最長壽地區。
有道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近些年我們兩個基

金已將捐資重點轉向醫療衛生方面，除早在1985年在家鄉東
莞捐建醫院解決鄉民看病難問題外，還陸續在內地貧困地區捐
建鄉鎮衛生院56所，便於鄉民預防及治療疾病；同時還選擇
優質高校資助醫療教研項目，捐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急症室
和24小時診所、健康教育中心，以及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捐資
腫瘤放療中心等，務求為人類健康出一分綿力。喜見中國人壽
命及健康水平不斷提高，由此證明「健康中國計劃」已見成
效。
希望兩岸四地的華人及海外華僑、中外科學家，群策群力發

明新藥及創新診治方法，早日追上世界水平，齊來建設健康中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