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建設初衷 助青拓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奮鬥

青春、放飛夢想──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青年論壇」昨日在澳門舉行，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在致辭時表示，讓粵港

澳大灣區的廣大居民過上更美好的生

活，特別是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青年拓展

發展新機遇、新空間，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初衷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和粵港

澳三地政府近期出台的與大灣區有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他勉勵港澳青年朋友只要志存高遠、崇尚奮鬥，甘於吃苦、樂於奉

獻，無懼競争、勇於創新，並與內地青年相互學習、攜手並進，就一定

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這片天空下綻放青春光彩，放飛人生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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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合作校畢業生：眼光放遠必上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國家教育部

審核批准的首個境外研究生教學點─上海
財經大學香港研究生教學點，昨日舉行
2018─2019學年開學典禮暨博士學位授予
儀式。有取得學位的博士生坦言，6年的研
究生涯使自己對國家政策、文化了解更多，
亦讓她的人生軌跡發生改變，計劃攜子女、
家人一起去大灣區內城市珠海發展，而本身
作為老師的她，希望用自身經驗告訴整日抱
怨向上流動困難的學生，「只要眼光放遠，
機會會有的。」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與上海財經大學合
作，於2002年成立上海財經大學香港研究
生教學點，由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親自赴港
授課，累積修讀學生人數已逾550人，畢
業生達160餘人。教學點2018─2019學年
開學典禮暨博士學位授予儀式昨日上午假
香港南洋酒店舉行，第十二批、共14位
港澳台博士正式畢業，亦有26位新生入

學。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巡視員劉志明、教育

局前局長吳克儉、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
董事長李大宏、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京港人
才交流中心總經理彭啓明、上海財經大學研
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徐龍炳、上海財經大學金
融學院副院長朱小能、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
院長助理余典範、香港金融管理學院校董會
主席王中英、香港金融管理學院院長郭啟興
等擔任主禮嘉賓，各界來賓、學生及家屬等
逾100人出席典禮。

港教育可藉灣區闢新空間
劉志明致辭時指，上海財大和香港金融

管理學院的合作，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
心帶來了內地頂尖的金融和相關管理學科
知識，配合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和學
術的需求，同時通過教學相長，促進了財
大相關學科的實踐和發展。作為以促進兩

地教育交流合作為使命的部門，中聯辦教
科部對此樂見其成，更感謝雙方所作出的
辛勤付出。
他續指，香港以及整個廣東教育發展迎來
了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兩個歷史性的新機遇，為香港高等教育發
展提供了新的平台，香港高等教育完全可以
憑藉走進粵港澳大灣區而解決自身發展所面
臨的瓶頸問題，開闢新的空間。
吳克儉指出，香港得到中央政府大力支

持，而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大灣
區、「一帶一路」等方面不斷增強貢獻和影
響力，這和每一位畢業的博士生之努力不無
關係，希望大家在完善自身的同時，也對社
會有正面的影響和回饋。
王中英表示，香港教學點的開設是教育改

革開放實踐過程中重要的一步，而每一批畢
業的學生正是實踐這一改革的重要成果。
2012屆工商管理學博士畢業生、在職業

訓練局任教市場學的黃君儀當初抱着希望擴
闊發展空間、開拓人脈、了解祖國發展等目
標而報讀課程，6年的奮鬥，讓她的目標一
一實現。

未來出路寬闊覓更大發展
她指曾有教過她的教授是參與世博的要

員，與她分享世博的管理運作，讓她大開眼
界。她開心地表示，自己未來發展的出路會
寬闊很多，不會局限於香港，她在讀博期間

生了兩個寶寶，未來計劃帶着他們一起在珠
海尋求更大發展。
企業管理博士畢業生徐志強曾於政府公營

機構擔任管理工作，6年來他研究了中國傳
統文化裡面的管理智慧，讓原本受西方管理
學訓練的他，了解到東方的「管理術」，更
表示要介紹給西方的朋友。
他認為未來想做管理層的年輕人，都要學

習在中國文化下的管理哲學，也應多了解國
家，這樣可以事半功倍。

「大灣區建設下的青年發展新機遇」
論壇昨日上午在澳門舉行，逾

1,400名澳門及大灣區城市的政府代表、
青年代表及其他嘉賓出席。全國政協副
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澳門中
聯辦主任鄭曉松、外交部駐澳特派員沈
蓓莉、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和香港特
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東莞、中山、江門及肇慶的政府領導，
及5位主旨演講嘉賓，共同為論壇主持
啟動儀式。
在啟動儀式後，崔世安、張曉明、張光
軍及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先後致辭。張曉明在題為《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綻放青春光彩》的致辭中指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載入中共十九大報
告的一項重大決策，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國家發
展戰略，是推動形成新時代我國全面開放
新格局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豐富「一國
兩制」實踐的一項重大創新。
他表示，今年8月中旬，韓正副總理主

持召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
次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系統闡述了為什麽
建設大灣區、建設什麽樣的大灣區、怎樣
建設大灣區這3個重要問題，及明確提出
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5 個戰略定

位」。這些重要論述貫徹了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
體現了中央對粵港澳建設的戰略謀劃和頂
層設計，對大灣區建設工作具有重要指導
作用。

各項新政助互聯互通
張曉明指出，讓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大居

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特別是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青年拓展發展新機遇、新空間，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初衷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和
粵港澳三地政府近期出台的與大灣區有關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他細數今年以來，中央有關部門推出的

各項新政策、新措施，而已開通的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和即將全線貫通的港珠澳大橋，
亦必將大大提高大灣區內跨境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的水平，帶動大灣區西岸城市的發展，
使「一小時生活圈」成為現實。對於港澳居
民普遍關心的在內地居住、工作和生活所涉
稅收等問題，中央有關部門也將會作出適當
的處理。

粵港澳青年受益最大
張曉明指出，所有這些政策措施都惠及大

灣區居民，特別是為港澳青年到內地就學、
就業、創業、生活提供了便利條件，為港澳
青年參與共建大灣區提供了重要保障。
「從某種意義上講，粵港澳青年必定是

大灣區建設的最大受益者。」他並舉例說
明，港澳青年同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重要參與者（見另稿）。
他引用習近平主席對青年朋友們的諄諄

教誨：「要立鴻鵠志，做奮鬥者」，「現
在，青春是用來奮鬥的；將來，青春是用
來回憶的」來勉勵港澳青年。
張曉明強調說：「國家發展已進入新時

代，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偉大飛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景廣
闊，港澳青年朋友只要志存高遠、崇尚奮
鬥，甘於吃苦、樂於奉獻，無懼競争、勇
於創新，並與內地青年相互學習、攜手並
進，就一定能夠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這片天
空下綻放青春光彩，放飛人生夢想。」

30青年簽倡議顯擔當
論壇開幕式上，來自不同界別的30名

澳門青年代表簽署並宣讀《澳門青年投身
大灣區建設倡議》，藉此倡導全澳青年要
展現擔當，弘揚愛國愛澳傳統；服務國家
所需，發揮澳門所長；融入國家發展，擴
闊國際視野；珍惜發展良機，勇於追求創
新；助力民心相通，合力建言獻策，共同
肩負起建設大灣區的重要使命。
主旨演講環節緊接舉行，2010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教授（Peter
A. Diamond）；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旅
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阿里巴巴集團技術
委員會主席、阿里雲之父王堅；奧運跳水
冠軍郭晶晶及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
域發展局局長米健作主題發言，並與現場
的大灣區青年代表交流。

張曉明勉三地青年勇創新 攜手並進放飛人生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廣東省副省長
張光軍在昨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
上致辭時，對大灣區青年代表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要發揮自身所長，提出務實可操作的政策
建議，共同為大灣區建設出謀劃策，貢獻聰明
才智；二是要共同參與，推動大灣區青少年交
流活動縱深發展，並繼續策劃組織更多品牌項
目，使更多青少年參與到大灣區建設中；三是
要付諸行動，掀起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熱潮，
政府也將積極推動建設更多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為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大的平台、更好的
條件、更優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澳門特
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昨日指出，展望未
來，青年人的發展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
平台機遇，而大灣區建設亦需要青年人
的傳承接力；青年人既要把握好大灣區
發展的紅利，也要承擔起大灣區建設的
使命。
崔世安在昨日舉行的「奮鬥青春、放

飛夢想─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
壇」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大灣區建設
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合作的高
度重視和親切關懷，為粵港澳三地、特
別是為廣大青年朋友，帶來了承前啟後
的發展機會。
他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當代
青年是同新時代共同前進的一代。廣大
青年既擁有廣闊發展空間，也承載着偉
大時代使命。」青年作為未來的主人
翁、發展的新力軍，是大灣區創新發展
的重要力量。大家要全力以赴，為大灣
區青年的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
件，支持助力青年人在大灣區中「奮鬥
青春、放飛夢想」。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在昨日的大
灣區論壇上，以兩個

港人的成功故事，來說明粵港澳三地各有
優勢，「9+2」11個城市各有特色，大灣
區內充滿機遇，誰眼光遠大，善抓機遇，
巧借優勢，務實肯幹，成功就青睞誰。

創投瞄準港創新公司
張曉明在致辭時表示，港澳青年不僅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得益者，也是重要參與
者，「有些捷足先登的青年朋友已然成為
卓越的成功者。」
他說，自己今年5月跟隨韓正副總理在

廣東調研，在深圳前海的創業基地「深港
青年夢工場」就看到不少港澳80後、90

後創業團隊及其研發的創新產品。前兩
天，他則在北京的辦公室見了一位香港從
事創投的朋友，對方非常看好近幾年兩家
迅速冒升的香港科技創新公司。
第一家是商湯科技。張曉明介紹，這是

一家香港本地培育的創新企業，2014年
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湯曉鷗教授創立，在
過去不到4年的時間裡立足香港、服務內
地，並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
建設契機，已經發展了700多家國內外企
業夥伴。
他指出，該公司目前擁有1,000多名研
發人員，是亞洲最大的人工智能原創研發
基地，也是全球領先的「獨角獸」公司，
融資額與公司估值均居全球人工智能初創
企業之首，剛剛被國家科技部授予「智能

視覺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
稱號。

優勢結合致聚合放大
第二家是5年前在香港創辦的「互聯

網+物流」科技創新企業GoGoVan。該公
司的創始人周勝馥在香港長大，曾是新界
歷史上第一個「十優狀元」，在美國斯坦
福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創業，第二年就把
公司業務擴展到了廣州、深圳，後來又擴
展至整個大灣區、輻射全國和東南亞地區
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目前，該公司的員工總數超過3,000
人，註冊司機突破200萬，服務用戶超過
2,000萬，已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
「互聯網+」同城貨運的領軍企業。

張曉明認為，香港的現代企業管理方
式、優質的專業服務、廣泛的國際商業聯
繫與內地大量的互聯網人才、巨大市場和
完備產業鏈相結合，加上兩地政府着力營
造的良好創新創業環境，從而產生聚合放
大效應，是GoGoVan這一類企業的成功
公式。
他又提到國務院澳辦為提高年輕幹部的

粵語水平，在今年舉辦了粵語培訓班，吸
引不少中央有關部委年輕人參加，「為我
們授課的培訓機構『港你知』的創辦人就
是一位在澳門出生、香港求學、現在在內
地創業的青年。」
張曉明說：「這些成功故事都給我

們一個啓示，就是粵港澳三地各有優
勢，『9+2』11 個城市各有特色，大
灣區內充滿機遇，誰眼光遠大，善抓
機遇，巧借優勢，務實肯幹，成功就
青睞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引「獨角獸」案例 證巧借優勢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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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柴婧 攝

■■「「奮鬥青春奮鬥青春、、放飛夢想放飛夢想──共建粵共建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昨日在澳門昨日在澳門
舉行舉行，，嘉賓主持啟動儀式嘉賓主持啟動儀式。。

■■張曉明致辭張曉明致辭。。

■逾1,400名澳門及大灣區城市的政府代表、
青年代表及其他嘉賓出席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