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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澳門
中聯辦主任傅自應昨日出席在廣州舉行的首屆
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表示希望三地媒體發
揮公共輿論的作用，體現傳媒應有的擔當，積
極傳播大灣區建設的生動實踐，為大灣區建設
提供強而有力的輿論支持。澳門行政長官代
表、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也表示，澳門特區政府
將為大灣區媒體的創新交流與協同合作創造更
好的條件、提供更多的支持。
傅自應還希望三地媒體在信息共享、新媒體融
合發展、聯合採編、人才培養等各方面深化合
作，有效整合媒介資源和生產要素，共同提升傳
播力、影響力，真正實現「媒連粵港澳，融通大
灣區」的目標。同時，立足大灣區，加強同「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的合作，增進理解信任，
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為推動大灣區更高水平參與
國際合作和競爭，更好服務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澳門特首代表黃少澤：加強創新合作
黃少澤致辭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是

粵港澳三地積極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的一項重要舉
措，為粵港澳主流媒體在新時代的創新合作開了
一個好頭，對於提升大灣區傳媒交流水平、凝聚
大灣區媒體共識、共同致力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發展，必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並將成
為三地媒體極具影響力的交流平台。

黃少澤建議媒體工作者「聚焦時代元素，講好
灣區故事」，同時「增進創新合作，實現共同發
聲」。他希望大灣區主流媒體以推動和傳揚大灣
區建設為目標，牢固樹立「交流、融合」的理
念，善於運用「1加1大於2」的思維，加強創新
合作，探索協同發展，堅持以新技術為導向，積
極發展新媒體，創新呈現方式，拓展傳播渠道，
共同把「灣區故事」講述得更全面、生動和精
彩，讓全世界都能見證灣區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在廣州舉行
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並致辭，表示粵
港澳大灣區將見證我們如何在中央的支持下豐
富「一國兩制」的實踐，這將為媒體提供極為
豐富的報道課題。林鄭月娥期待媒體通過多種
方式發佈資訊，把大灣區最新發展信息「快捷
地在大灣區內以至向國際流通」，同時講好大
灣區故事，鼓勵更多港澳青年走進大灣區，追
求夢想。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指出，受惠於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頂層設計和中央統籌，三
地政府會用好各自的優勢，協同發展，為人民
帶來更美好的生活。這個充滿動力的發展過
程，將為媒體提供源源不絕的報道材料。
就在過去三天，林鄭月娥率隊訪問了大灣區

內的佛山、肇慶和江門。她結合自身的體會談
到，「很高興透過記者的報道，香港市民就認
識到佛山的西樵山影視城、肇慶新區的發展和
江門的珠西創谷科技園，真的是足不出戶，就
能走進大灣區。」

勉更多港青追夢
林鄭月娥表示，三地政府有不同發放大灣區

信息的渠道，特區政府一定會用好這些渠道，
讓市民感受到大灣區為他們帶來的機遇，並積
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
她期待媒體可以在幾方面作出更大貢獻。首

先，可透過包括文字、影視、網頁等多媒體，協
助把大灣區最新發展的信息快捷地在大灣區內以
至向國際流通。其次，可建立有關大灣區的專題
研究，深入客觀採訪大灣區內落實《規劃綱要》
的工作，邀請專家分析評論，提供一個政府與專
家、學者、企業、市民的互動平台。
再次，可多做在大灣區內學習、就業和生活

的人物的專訪，以活生生的例子，講好大灣區
的故事，「在這方面我會特別推薦訪問那些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青年創業基地創業的港澳青
年，以鼓勵更多港澳青年走進廣闊的大灣區，
追求他們的夢想。」
最後，林鄭月娥表示，傳媒有監督政府、提
出社會問題的天職，「只要是客觀持平，講事
實，我們都是認同的」，因為持續改善，精益
求精，也是建設一流灣區的必
經之路。她又表示，香港是個
多元的社會，媒體朝氣蓬勃，
香港的記者以拚搏出名，「我
深信他們會在大灣區找到並做
好豐富多彩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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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院長尹鴻：
在文化融合發展、競爭的大格局下，粵

港澳地區在企業發展、人才培養、政策引
導等方面，與經濟發展水平還存在一定差
距。我們如何能夠讓粵港澳各地優勢文化
資源真正流動起來，真正能把各種文化資
源配置利用好，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融合要研究的重要議題。

中國日報（香港版）副總編輯宋平：
隨着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逐漸往「資源

整合」轉型，想要傳播好中國聲音，不但
要苦練內功，還要善於借用外力，形成傳
播合力。要加強國際傳播，可以建設國際
傳播智庫、加強與境外主流媒體的交流合
作、打造品牌活動，從而影響高端重要群
體，以及要團結大灣區各界，共同提升國
際傳播水平。

中山大學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傳
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志安：

在媒體數字化轉型之路上，主流媒體應
加強與平台媒體的互動，重構新聞生產流
程、重組內外資源、重塑新聞內容形態。
在主流媒體與平台媒體的合作共贏上，至
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不斷深入推進，即渠
道運用、技術吸納和資本融合。

台灣旺報記者葉文義：
作為中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粵港澳

大灣區充滿生機和活力，台灣也應該不要
再做旁觀者，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尋求
新的經濟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廣州報道

分論壇嘉賓發言要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在開幕致辭時表示，探討「一流灣區．媒
體擔當」，也是在交流如何寫好粵港澳大灣區
這篇「世界級」大文章。對此，他認為大灣區
需要凝心聚力的推動者、創新精神的傳播者以
及奮鬥故事的講述者，希望媒體人做大合作
「朋友圈」，構建文化「同心圓」，合力推動
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成新聞熱詞
王志民在致辭中表示，2017年7月1日，習近

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深化粵港澳合作．推
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正式開啟大灣區
建設的新征程。兩年來，「大灣區」成為新聞報
道中的熱詞，形成巨大的灣區「磁場效應」。
「大灣區需要凝心聚力的推動者。」王志民

說，香港社會各界普遍把大灣區建設作為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更好發展的重要機遇和平
台，參與熱情前所未有。從「有感」到「有行
動」，希望媒體能架起信息「高速路」，築起情
感「連心橋」，做大合作「朋友圈」，構建文化
「同心圓」，合力推動大灣區建設。

盼助國際科創中心建設
「大灣區需要創新精神的傳播者。」王志民

說，大灣區澎湃着創業的激情，是培育新事物新
模式的熱土。在香港，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主持成
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投入1,000
億港元支持創科發展，每年發放1,000個永久居民
配額吸引科創人才。希望媒體朋友們採擷創新的
火花，以創新理念、創新手段，傳播好創新精
神，助力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大灣區需要奮鬥故事的講述者。」王志民指

出，日新月異的大灣區，每天都在演繹精彩感人
的奮鬥故事。希望媒體多發現「亮點」、關注
「熱點」、找到「痛點」，以了解促進理解，以
互動增進互助，以共商實現共贏，成就更多精彩
奮鬥故事。
王志民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源於「一國
兩制」，得益於「一國兩制」，必將不斷豐富
「一國兩制」。我們堅信，只要堅守「一國之
本」，「兩制」道路一定會能越走越寬廣。習
近平總書記謀劃的「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
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
好」的美好明天一定能實現。
承載着「兩個建設好」偉大使
命的粵港澳大灣區，一定會成
為全球最璀璨的一流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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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自應：提供輿論支持 體現傳媒擔當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記、
南方日報社社長劉紅兵

特約通訊員南方+供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中央宣
傳部部長黃坤明傳部部長黃坤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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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首屆粵港澳
大灣區媒體峰會開幕式，並在峰會上致辭。

■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王志民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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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日報代總編輯崔志濤
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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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在主論壇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姜在忠發言指出，當前，屬於中國
的「灣區經濟時代」已經來臨，這為媒體
的新聞報道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將自覺承擔起講好大灣
區故事的使命和重任，並與媒體同行一
道，以更廣的視野、更大的擔當，多做有
益於三地融合的新聞，助力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姜在忠在主論壇發言中指出，當前，粵
港澳大灣區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灣區
的建設與發展，在進一步深化內地和港澳
交流合作的同時，也為我們的新聞報道提
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對如何在「一流灣
區」建設中體現一流媒體的擔當與作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舞台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作為愛國
愛港的主流媒體，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將自覺地承擔起講好大灣區故事的使命和
重任，將採訪的觸角投向這一新聞富礦。
同時也將與媒體同行一道，以更大的視
野，對標國際灣區媒體，提升灣區在國際
上的軟實力；以更大的責任，多做有益於
兩地融合的新聞；以更大的擔當，助力於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

用鏡頭記錄變化 向世界展示風采
一是報道解讀灣區政策。我們將責無旁

貸地承擔媒體責任，做政策與民眾之間的
「連心橋」，吃透政策精神，提升專業能
力，通過及時的、全面的、多種形式的報
道，推動港人積極參與到大灣區建設中。
二是凝聚各方智慧。我們擁有廣泛的社
會資源和權威的信息來源，在各個專業領
域都有「朋友圈」，可以依靠這些力量組
織開展與大灣區建設相關的公共政策和公

共事務研究，實現管理智慧在政府、媒
體、社會間的凝聚與整合。
三是報道好港澳同胞參與灣區建設的奮鬥

故事。我們要不惜筆墨、不吝篇幅、積極挖
掘、大力宣傳報道港澳同胞在灣區建設中湧
現出的新人物、新典型、新經驗、新做法。
四是報道好灣區建設取得的豐碩成就。

我們不僅要宣傳大灣區的體制創新，還要
用鏡頭和筆記錄下灣區建設的發展變化，
記錄下灣區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
果，向世界展示灣區風采，向世界展示中
國改革開放的新名片。

劉紅兵：宏大命題推進將成「富礦」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記、南方日報社

社長劉紅兵在主論壇發言時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不僅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
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還要

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成為高
質量發展的典範。「這些宏大命題的點滴推
進，都將成為一座座新聞『富礦』，為媒體
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內容。」

崔志濤：應朝融合互通方向發展

澳門日報代總編輯崔志濤在主論壇上發
言表示，大灣區各地媒體應當朝着協同發
展、融合互通的方向發展。他指出，現在
港澳同業有些已經把部分或主要作業轉移
到大灣區，利用內地相對充足的傳媒人
才、科技人才等資源，優化生產。

姜在忠：大文集團承擔使命 採訪觸角投向灣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
出席開幕式並講話，他強調大灣區是全

國的大灣區，也是全世界的大灣區，希望全
國媒體和來自各國的媒體朋友們更好展現大
灣區的風采，講好大灣區的故事。大灣區建
設風光無限，中國經濟發展風光無限。
黃坤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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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戰略的實施必將有力促進粵港澳地
區民生福祉的改善，有力推動形成新時代全面
開放的新格局，進一步彰顯我國制度優勢、發
展優勢，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積極建言獻策
黃坤明強調，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媒
體的參與者、貢獻者角色不可替代。希望媒
體聚焦大灣區建設，共同講好當代中國故
事，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香港故
事、澳門故事，講好粵港澳三地協同創新、
共謀發展的故事，以鮮明雄勁的基調鼓舞士
氣、加油助威。希望大家胸懷國家發展大
局，不忘「一國兩制」初心，積極為大灣區
建設建言獻策，努力為在大灣區學習、就

業、創業、生活的居民提供優質資訊服務，
推動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協同創新、合作
共贏。共同奏響大灣區建設「進行曲」。
黃坤明指出，對民族的認同、對國家的熱
愛，根本在於築牢文化的根基、拉緊精神的紐
帶。媒體是文化的承載者、守護者、弘揚者。
希望媒體聚力大灣區建設，堅守中華文化立
場，大力弘揚嶺南文化開放包容、創新進取的
優良傳統，激盪起齊心協力共鑄輝煌的時代浪
潮。希望大家堅定文化自信、擔當文化使命，
在粵港澳這片引領時代風氣之先的土地上，大
力推動傳統文化、外來文化、地域文化交匯交
融，以中華文化創新創造的新成果，不斷增強
人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共同
奏響中華文化「協奏曲」。
黃坤明強調，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
這個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的重大謀劃，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的重大決策，是民族復興路上的華彩
樂章。希望媒體珍視國家民族發展來之不易
的大好局面，珍惜粵港澳三地協同發展的歷
史機遇，奏響大灣區建設主旋律，唱好各自

「特色聲部」，以鮮明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
神，生動展示大灣區創新實踐和發展成果，
激勵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一起奮鬥，共同奏
響民族復興「交響曲」。

厚植人文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在致辭中指出，廣東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論述精
神，攜手港澳全面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把「中
央要求」、「灣區所向」、「三地所長」結
合起來，共同打造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
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不斷提升大灣區
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舉辦大灣區
媒體峰會，對於推動大灣區協同發展，營造
大灣區良好輿論環境，凝聚大灣區共識，厚
植大灣區人文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廣東將以峰會的成功舉辦為契機，進一步做
好大灣區宣傳報道工作，與海內外媒體一
道，共同講好灣區故事，讓越來越多的朋友
了解大灣區、支持大灣區、加入大灣區，共
享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機遇和豐碩發展成果。

《倡議書》籲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當天，峰會發佈了《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

峰會倡議書》，呼籲大灣區媒體機構積極順應
媒體發展趨勢，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
發展規律，堅持創新驅動、技術賦能，加快推
動傳統與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台、經

營、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建設成為具有強大
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
倡議書提出，粵港澳三地政府機構、媒體
行業協會以及社會各界應加強溝通與交流，
支持媒體在參與和促進建設一流灣區發展目
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媒體融合發展營造
良好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帥誠 廣州報道）首屆粵港澳大灣

區媒體峰會19日在廣州白雲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峰會以「一流灣

區、媒體擔當——媒連粵港澳，

融通大灣區」為主題，共有370

名嘉賓、111 家媒體、270 名

記者參加。峰會上發佈《首屆粵

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倡議書》，

提出大灣區媒體要搭建有效平

台，相互學習借鑒，分享機遇與

成果，不斷探索創新媒體間協同

合作體制機制，為深化內地與港

澳合作、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做出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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