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大與華南理工大學聯合成
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社會

治理聯合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揭
幕儀式，該中心為首間由香港與
內地院校合辦，並以大灣區社會
政策及社會治理為主題的聯合研究
機構。中心首項「香港年輕人對大
灣區發展機遇的評價」調查結果亦於
同場公佈。
該調查於今年3月至4月，以網上問卷

的形式進行兩項專案研究，分別訪問1,214
名18歲至35歲香港年輕居民及472名本港大學
生，了解其對大灣區發展機遇的評價、去區內
內地城市就業的意願，以及對相關惠港政策的
了解及評價。

逾三成半願北上發展
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約51%及約45%的年
輕居民和大學生「非常看好」及「看好」大灣
區發展前景，兩組亦均有51%人「非常同意」
及「同意」大灣區發展能為本港青年帶來更多

發展機會。
青年及大學生組均有逾三成半受訪者表示若

有機會「非常願意」及「願意」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發展，亦分別有近25%及逾29%的受訪者
「不知道/說不清」，反映目前持觀望態度。同

時亦分別有
逾 67%及近
57%年輕居
民及大學生
擔心無法在
區內內地城
市找到合適
工作。
「薪水待遇

不 理 想 」 、
「網絡限制」、
「稅收高」、「子
女教育問題」、「不

習慣當地生活」等是年
輕居民和大學生赴區內內

地城市工作的主要擔心。此
外，在9個區內內地城市中，深

圳、廣州，依次為年輕居民以及大學生
最優先考慮的工作地點。
至於行業，香港年輕居民和大學生普遍認為

在金融和創科方面，香港青年在區內內地城市
最具競爭力，而赴當地就業，年輕居民依次傾
向從事專業服務業（36.7%）、文化及創意產業
（34.0%）及創新科技產業（32.7%）等，大學

生則依次會選擇文化及創意產業（20.4%）、
金融業（14.8%）、創新科技產業（14.2%）
等。

港人可申居住證 大學生少人知
為方便港人赴區內內地城市就業發展，中央

和內地地方政府近日提出多項惠港政策。
調查顯示，年輕居民有近六成知道香港居民

可申領內地居住證，享受國民待遇，但大學生
僅約三成知道，而多項稅收優惠政策則增加
35.3%受訪年輕居民和22.7%的大學生赴區內內
地城市工作的意願。

學者倡與深穗尋合作新模式
嶺大副校長莫家豪表示，中央推出一系列規

劃和優惠港人政策，但不少香港年輕人對此缺
乏了解，故仍需要加強宣傳，尤其要針對在校
大學生群體。他又建議特區政府可先與深圳、
廣州探尋合作的新模式，故特區政府及大專
院校亦應在創科、金融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牽
線搭橋，多為年輕人創造到內地這些行業實
習交流的機會，同時亦應進一步研究在內地
大灣區建立港人子弟學校的可行性，解決子
女教育的後顧之憂。

學生意見

港青有心入灣
又驚「水土不服」

逾半看好前景 近七成憂薪稅及好工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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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隻
內地供港活豬早前被驗出帶有非洲
豬瘟病毒，上水屠房關閉進行清潔
近一星期後今日重開。國家海關總
署昨日通知香港特區政府，今日起
會恢復向香港供應活豬，而原訂今
日凌晨重新屠宰豬隻的荃灣屠房就
表示，直至昨日下午仍未收到客戶
要求屠宰豬隻，故新鮮豬肉供應預
料要在明日才能恢復。
上水屠房進行全面清洗消毒在昨

日已經完成，今日起可以恢復運
作，提供屠宰服務，而國家海關總
署亦已通知香港政府，進口商即日
起可以重新進口內地活豬至香港。
食環署發言人指，國家海關總署

已對內地供港活豬實施嚴格檢疫監
管，強調所有有異樣的豬隻均不會
送到香港。
食環署發言人又指，來自註冊供

港養殖場的豬要先隔離15天，確保
並無出現非洲豬瘟病徵才會出場，
而在運輸過程的每個檢查站，及到
達深圳清水河中轉倉時亦會再次進
行監察檢驗，而該署人員亦會在文
錦渡管制站確保所有到港的內地進
口活豬均附有內地海關發出的衛生
證明書，並密切留意活豬在進入香
港後的健康情況。
內地豬雖然在今日起恢復供港，

但業界預料豬隻恢復供港初期供應
量會比平日的3,000隻少，豬肉行
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接受傳媒訪問

時表示，內地活豬供港已經暫停逾一星期，內
地人員、車輛等需要重新協調，今日供港豬隻
數量最多只有往常的60%至70%，但他相信供
應量會在短期內回復正常。

荃灣屠房：無客落單今難復供
同樣一度關閉進行消毒的荃灣屠房昨日亦已

重開，520隻本地活豬昨日早上起陸續送到屠
房，屠房持牌人一度表示今日凌晨恢復屠宰豬
隻，街市今早會再有新鮮豬肉應市，但至傍晚
再改稱至下午5時30分仍未收到客戶要求提供
屠宰服務的資料，相信今日屠房不會有新鮮豬
肉供應。

禽畜業聯會稱消息突然缺人手
禽畜業聯會副主席林榮源接受傳媒訪問解

釋，恢復活豬供應的消息太突然，很多肉檔均
沒有足夠人手，「部分人離開香港，突然有幾
天假期可能離開了，開的店舖不多，所以索性
跟上水屠房一起，星期一才重開。」
活豬肉供應暫停逾一星期後即將重新供應，

林榮源指首批恢復供應的豬隻批發價較之前上
升約10%，指若豬肉零售價同樣增加一成，每
斤豬肉有機會較平日貴4元至6元。
不過，許偉堅指市民對食用豬肉的信心或受

非洲豬瘟影響，期望零售價能維持以往水平，
甚至比之前便宜，先令市民恢復對食豬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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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動物權
益越來越受到關注，有反對派政客為
了撈取選票，就斷章取義地攻擊建制
派議員。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在立法會日前辯論《2019撥款條例》
時，提出要刪除漁護署今年度130萬元
的人道毀滅等動物管理開支，但議案
最終被否決。鄺俊宇及其支持者就抹
黑投反對票的建制派議員是「撐殺動
物」。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昨日強調，
要令香港邁向「零人道毀滅」，首先
要制定動物福利法、和NGO合作擴建
收容設施，而這是她一直努力的目
標，「希望反對派不要再用這些招數
屈我支持殺動物！」

鄺俊宇日前在立法會提出刪除漁護署
今年度130萬元的人道毀滅等動物管理
開支，議案在功能團體分組獲7票贊
成、19票反對，在地方選區分組則獲11
票贊成，12票反對和1票棄權，兩分組
均未獲過半數議員贊成，議案被否決。
31名投反對票的議員，包括民建聯、工
聯會、自由黨、新民黨、經民聯、勞聯
及其他議員。鄺俊宇及其支持者就抹黑
這些議員是「撐殺動物」。

葛珮帆：反對派修訂案不合理
葛珮帆昨日在fb以《唔好屈得就屈》
為題發帖：「不支持鄺俊宇提出的削減
人道毀滅所有撥款的修訂，並不代表支

持『殺動物』！……反對派經常提出一
些不合常理的修訂案，之後就抹黑不支
持其修訂案的議員，企圖欺騙和誤導市
民！」
她說，自己十分愛動物，「因不忍進

食動物，已堅持素食超過30多年。我亦
多次公開要求政府逐步實現『零人道毁
滅』。……我一直推動政府制定動物福
利法、和NGO合作擴建收容設施等，加
上市民不遺棄動物，才能有效地令香港
邁向『零人道毀滅』。」
葛珮帆直言，若香港突然全面禁止

人道毀滅，根本沒有地方和設施妥善
安置所有被遺棄、需要被照顧的動
物。對老弱傷殘、正受痛苦的動物而
言，進行人道毀滅有助其解除痛苦。
「希望反對派不要再用這些招數屈我
支持殺動物！」

鄺俊宇偷換概念 屈建制「撐殺動物」

■否決議案等於「撐殺動物？」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江門報
道）香港銳意發展創新科技，而居住環
境是阻礙香港吸引人才的困難之一。昨
日在大灣區繼續考察行程的特首林鄭月
娥到中集集團模塊化建築公司時，重點
參觀了中集模塊化建造的英國紐卡斯爾
大學學生公寓和英國希爾頓歡朋酒店的
樣板間，及了解其使用情況。今年 5
月，中集模塊化以模塊專業公司中標香
港高端人才公寓─香港科學園InnoCell
專案，該項目即將在江門進行生產，在
港搭建完工後，將有418套公寓投入使
用。
在中集江門公司，林鄭月娥重點參觀
了中集模塊化建造的英國紐卡斯爾大學
學生公寓和英國希爾頓歡朋酒店的樣板
間，了解其使用情況。其間，她仔細參
觀了正在建造的冰島雷克雅未克機場萬
豪酒店模塊箱的建造過程。
該公司為建造業議會位於九龍灣的
「組裝合成」建築法展現中心供應建築
組件。「組裝合成」建築法可將大部分

人手密集和需時較長的工序先在預製工
場完成，有效縮短工地施工時間和減少
對工地人手的需求，從而提升生產力，
亦提升工地安全和工程質量監控，以及
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當前，香港建築業正面臨着轉型升級，

高成本高消耗，勞動力缺失，安全、環保
及質量要求提高等問題一直困擾產業發
展。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近兩年經過詳
細摸底調研，看到了模塊化建築的明顯優
勢和前景，從而決定逐漸將模塊化建築作
為先進的建築方式引入香港。
據介紹，中集模塊化的建築體系，是
以鋼結構為主體，結合保溫、水電、暖
通、內部精裝修以及智慧系統於一體的
新型建築體，可將傳統建築90%以上的
工作量轉移至工廠環境下完成，最大程
度保證質量和安全的穩定性，建造時間
可縮短 50%，建築垃圾可減少 50%以
上，可以很好地改善香港建築工作環境
及工地安全，縮短施工時間、提高建築
質量和保持可持續發展等。

將有17層 共418套居住房
中集提供的有效解決香港建造業痛點

的模塊化建築整體方案，得到香港政府
的積極認可。 本月，中集模塊化以模
塊專業公司中標香港高端人才項目──
香港科技園InnoCell項目，該項目為香
港首個永久性模塊化建築項目。
屆時，該人才公寓將有17層，共418
套居住房。

中集：港組裝只需約一個月
中集江門基地相關負責人表示，香港科

學園人才公寓項目，90%的工程在江門完
成，在香港只需要一個月左右時間組裝。
人才公寓在環保、抗震、抗風以及舒適度
方面，比傳統建築更具有優勢。
隨後，林鄭月娥一行前往新會陳皮

村，了解相關產業的發展。當地製作陳
皮已有數百年的歷史，質素享譽全國，
而經多年演變，現已成為年產值數以十
億元計的產業。

在中車廣東軌道車輛有限公司，林鄭
月娥考察該公司有關軌道交通車輛的製
造、維修和相關產業服務；在江門市新
會的生產廠房，林鄭月娥了解其自動化
生產技術和品質管理情況。

往番禺考察港人辦祈福醫院
午後，林鄭月娥一行轉往廣州番禺，

考察港人創辦的祈福醫院。結束考察
後，林鄭月娥表示，自上任至今已先後
訪問澳門及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令她
對各市的特點和優勢有更深刻的認識。
她強調，香港特區政府會根據中央政

府今年2月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積極加強與各市的合作，
互補優勢，攜手打造世界一流灣區。
當日傍晚，林鄭月娥在廣州出席首屆

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的歡迎晚宴。峰
會的主題為「一流灣區、媒體擔當──
媒連粵港澳，融通大灣區」。
今日，林鄭月娥會出席開幕式並致

辭。

■林鄭月娥在香港李錦記江門基地考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特首參觀
中集集團模
塊化樣板公
寓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粵港澳大灣區進展如火如荼，為本港年輕人

提供更廣闊的發展平台。嶺大與華南理工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治理聯合研

究中心」日前針對本港近2,000名青年對大灣區發展機遇的評價進行調查，昨

日公佈結果顯示，超過一半青年看好大灣區發展前景，並認為會帶來更多機

遇，惟亦有近七成青年擔心在區內內地城市找不到合適工作，而薪水、稅收、

子女教育等問題為主要擔心因素。有學者建議政府除需加強宣傳外，亦要探索

區內各城市合作新模式，以方便青年跨境工作和生活。

張丹妮柯果果

■「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治理
聯合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揭
幕儀式，同場公佈「香港年

輕人對大灣區發展機遇
的評價」調查結

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 攝

薪水

稅收

嶺大國際高等教育與管理文學碩士生 張丹妮
我覺得大灣區發展能帶給年輕人發展機遇，對各地青年而言均有吸引力，如果港人
能到大灣區發展事業並居住，相信能夠紓緩香港緊張的住房及就業壓力。

嶺大國際高等教育與管理文學碩士生 柯果果
我認為大灣區的規劃挺好，各個城市可以取長補短，結合各地
優勢。例如香港國際化程度高，加上經濟金融發展蓬勃；澳

門注重發展旅遊業；內地城市的製造業發展強勁，有
利產業化，相信各地合作能發揮極大力量。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特首考察中集人才公寓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