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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
與在京港青王柏榮、陳貴和
對談的時候，提到了一個
問題：「你們的朋友、
同學會不會覺得，你們
選擇了這條北上的路，
令人不解，甚至不認同
你們？」

提升視野格局
對此，王柏榮表示，他的香

港同學和朋友覺得他們選擇會來內
地，是因為工資高。「我通常都會回答，不是的，其實工
資不高；他們就會問，為什麼要去？但我覺得，這正是有
趣的問題，我見到越來越多在內地讀書的香港同學，他們
覺得這種體驗對他們未來的發展，無論是回香港、在大灣
區還是來北京，都是一個很好的積累。返回香港，也能幫
他們找到一份高工資的工作。」王柏榮說。
陳貴和的答案則有點不同， 2006年就來北京讀書的他
屬於「先行者」。當時很少香港同學來內地發展，陳貴和
先讀法律，再讀國際關係。「法律對我來說是謀生技能，
國際關係是一種格局。其實來北京讀書就是一種格局。」
陳貴和說，在視野上，覺得在北京受益匪淺。
「我自己覺得，香港人需要對內地多一點了解，而且香港
缺乏一種人，就是了解內地、認識香港，兩邊都搞得定。」在
聽完他們的回答後，譚耀宗說，來內地讀書，認識的同學形成
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港青今後的發展也很重要。譚耀宗建議
香港年輕人不要太短視，應該看長遠。「無論做生意還是從
政，都需要了解內地，了解國情。所以不要那麼急功近利，視
野看遠些，看到發展趨勢，就有機會成功。」譚耀宗說。

譚耀宗：
港生忌短視 應重視「趨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香港青年的發展，是今年全國兩會的熱點。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特邀在京出席兩會的多位港區代表和委員，參加《灣區青年

說》欄目拍攝，與在京港青面對面交流，共話機遇，暢談追夢。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劉佳男、孫青川、劉舒婷、

張琦、楊新雨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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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
益緊密，越來越多港青選
擇到內地求學，中國政
法大學的陳嘉雯和北京
中醫藥大學的謝慧怡便
是其中一員。在與全國
政協委員陳卓禧對談
時，兩人暢談北上求學
經驗，表示來內地讀書
讓她們看見了更大的世
界。

北京港生：留港一眼望到底
五年前，謝慧怡面對升學有兩個選擇，一是在香港讀幼兒教育，
二是去北京讀中醫。在老師的鼓勵下，她決定跳出舒適圈北上求
學。謝慧怡認為，留在香港讀書，人生一望到底。她想趁年輕，不
用顧慮太多社會因素和生存問題，去北京看看。「當你踏出第一步
時，你的所見和在香港的時候是完全兩樣的。」謝慧怡說。
對此，陳嘉雯有同感。她說，自己對內地的認識多來自父母和老
師，「他們那一輩的想法很多停留在八十年代內地剛剛改革開放的
時候。」兩三年前移動支付還未在香港普及，來到北京，陳嘉雯才
知道，原來去街市、坐地鐵、買高鐵票都可以通過手機。那時她很
驚訝，「原來在一個小圈子久了，會變成井底之蛙。」

年輕必須「敢闖敢試」
陳卓禧說，無論年輕人自己還是家長，或者學校老師，都應該鼓
勵年輕人去作比較，想清楚再作決定。他指出，內地的很多政策，
包括現在的大灣區戰略，的確給了港生一個更加有利的條件。
「年輕的優勢不是年齡，而是熱情、衝勁，對學問和真理的追

求。年輕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有時間去試去闖。」陳卓禧期望年輕
人發揮優勢，克服弱點和不足。「無論在香港還是內地，你們都是
為推進國家發展作貢獻的年輕人。」

與在京工作
多年的港人鄭
智發、在京修
讀財經學的港
生陳德儀對談
時，全國政協
委員容永祺表
示，國家現在
已經給了年輕
人足夠的發展
空間，例如大
灣區就非常適
合青年創業。
香港青年來內
地發展，首先
要深入了解內地的文化、國情、
政策。 同時不要看輕自己，
要充分發揮香港年輕人的國
際視野優勢，也要認識到內
地的發展速度比香港很
快。「內地的年輕人都非常
具有創新精神，事業心很
強，要學習他們的精神，以
積極的態度發展自身。」容永
祺說。

陳卓禧：
熱情追真理 勇敢去闖試

從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畢業的港青李興龍，
來到清華的孵化器創辦公司，主業經營

AI、機械人，通過與快遞公司合作，以機械
人做「最後一公里」物流配送。歷經三年發
展，公司已經獲得三輪融資，實現了贏利。
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港青廖瑞華，自己亦
在京開設了傳媒工作室。兩位在北京創業打
拚的港青，在與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對談
時，最關心港青北上創業的話題。

談創業地點「大灣區最好」
「北京聚集了很多創科創業方面的人才，

以及一流的創投基金、風險投資基金，整體
創業風氣很好，但在北上廣深，競爭已經非
常激烈，市場亦趨向飽和，如果將自己的生
意帶到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或許會有新的
機遇。」談及創業地點的選擇，霍啟剛這樣
回答。
霍啟剛建議，港澳年輕人現時最好的創業

地點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各項便利港人的政
策例如「港人港稅」等稅務優惠落實後，大
灣區將會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創業生態系統。

機遇靠發掘 不限港深穗
霍啟剛回憶自己曾在香港中文大學與一班

年輕人交流，其中一位女生在中山市創業的
經歷，讓他印象深刻：「她和中山並沒有什
麼關係，無端端就去了那邊創業，做餅店，
結果很快分店一家兩家地開，生意很快做起
來了。」霍啟剛說。
「如果她是去北京、上海等地創業，可能
當地已經有非常具規模的競爭對手，很難再
做出多大名堂。然而在中山，同類競爭對手
相對沒那麼多，她就能脫穎而出。現在她的
餅店已經開始承接酒店、餐廳的生意，生意
越做越大。」霍啟剛表示，對於大灣區，大
家不應只聚焦在香港、深圳、廣州等，「其
實大灣區很大，每座城市的經濟狀況各有不
同，裡面有非常豐富的內容，這對於創業者
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大家應該多多了解
其中的情況，化挑戰為機遇。」

贈創業貼士「人才最重要」
談及港青北上創業，令廖瑞華、李興龍都

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來自霍啟剛的
「創業貼士」：「您覺得對於我們創業者，
或者我們倆現在的狀況，有什麼建議或者忠
告？」
霍啟剛回答說，創業最重要的是人才匯聚

及團隊建設。「以蘋果公司為例，喬布斯不
是設計電腦的人，但沒有他蘋果可能沒有現
在這麼成功；如果只有一個喬布斯，而沒有
背後優秀的設計團隊，情況可能也一樣。」
霍啟剛指出，對於創業，拚搏精神自然

不在話下，但是最重要還是要做好每一
環，「如何配備不同的優秀人才組成團
隊，好的產品構思、優良的銷售渠道和方
法、資金的支持等，缺一不可。」他表
示，在此基礎上，如果能夠結合香港的優
勢，再加上大灣區的各種優惠政策，那麼
創業自然事半功倍。

容永祺：
須了解國情 確立新定位

中 央
政府看到香港有

很多優勢，因此我不
同意「香港這次是被規
劃」，香港本是主動參
與規劃的一部分。

——容永祺

容永祺金句

陳曼琪：
不要等運到 裝備好自己

自從當選十三屆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以
來，香港中小型律師
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
琪每隔一至兩個月就
上京，為推動香港與
內地法律界合作建言
獻策。因此，陳曼琪
很關心年輕律師的發
展。
她與在京工作多年

的香港律師關穎思、
在京修讀法律系的港
生譚力榮對談時，面
對兩人提出實現「一
證三法」要涉及三地協調、實現較困難的問
題，陳曼琪勉勵他們，永遠要對未來有信
心，對國家、改革創新有信心。

政策來時「做先鋒」
「年輕人不要『等運到』，要繼
續努力學習，獲得實踐經驗，打好
基礎。這一刻不知道政策是否可
行，但是提前裝備自己，到政策開
放的時候自然就是先鋒，」陳曼琪
說，「香港年輕人要保持自己的國際視
野，認識國家，豐富實踐經驗，大
灣區的機遇就隨處可見。」

提 前
裝備自己，到政

策開放的時候自然就
是先鋒。年輕人不要
「等運到」呀！

——陳曼琪

陳曼琪金句

我 們
（香港）自己要

不斷進步，國家給了
我們機會，我們就要珍
惜這些機會，發揮自己
所長。

———譚耀宗

譚耀宗金句

年 輕
的優勢不是年齡，

而是熱情、衝勁，對學問
和真理的追求，以及有時間
去試去闖。無論在香港還是內
地，你們都是為推進國家發
展作貢獻的年輕人。

——陳卓禧

陳卓禧金句

大灣區9座城市的
經濟情況各有不同，裡
面有非常豐富的內容，這
對於創業者來說既是機
遇又是挑戰。

——霍啟剛

霍啟剛金句

■■在京港生陳貴和在京港生陳貴和（（左左））與王柏榮與王柏榮（（中中））與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
常委譚耀宗常委譚耀宗（（右右））對談對談。。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劉舒婷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劉舒婷 攝攝

■■在京港生謝慧怡在京港生謝慧怡
（（ 左左 ） 、） 、 陳 嘉 雯陳 嘉 雯
（（中中））與全國政協委與全國政協委
員陳卓禧員陳卓禧（（右右））對談對談
後自拍留念後自拍留念。。

大公文匯全媒體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張琦記者張琦 攝攝

■■在京港生陳德儀在京港生陳德儀（（左左））與在京工作的鄭智發與在京工作的鄭智發
（（中中））與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與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右右））對談對談。。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孫青川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孫青川 攝攝

■■在京香港律師關穎思在京香港律師關穎思（（中中））與在京港生譚力榮與在京港生譚力榮
（（左左））與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與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右右））對談對談。。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孫青川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孫青川 攝攝

■■全國政協委員陳卓禧全國政協委員陳卓禧。。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張琦張琦 攝攝 ■■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劉佳男劉佳男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