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別廳內哀樂低迴、莊嚴肅
穆，林先生安詳靜臥在鮮花叢

中，一如既往的和善。生前照片定格在屏幕
中央，目光深邃、明亮。廳內輓聯「浴火重生同
續炎黃血脈樂善好施共傳千年文明」，則高度概括
了林先生骨肉相連血濃於水的赤子情懷，和「捧着
一顆心來，不帶半棵草去」的無私奉獻精神。

天津市民送別
天津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天津市紅十字會

相關負責人、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協調
員、第一中心醫院醫務人員、志願者代表，以及熱心市
民等40餘人參加了緬懷告別儀式，林先生的親眷、同
事也趕來送他最後一程。
天津市紅十字會向林先生的家屬頒發了《中國人體
器官捐獻證書》及紀念杯。相關負責人表示，林先生
捐獻器官的高尚行為，詮釋出最美的人間大愛，值得
永遠銘記。天津市道德模範、人體器官志願服務隊
大隊長栗岩奇，天津市器官捐獻事業「愛心公益大
使」、著名節目主持人梁爽分別飽含深情地誦讀了
致林先生的悼念詩。眾人無不為之動容，眼含熱
淚向捐獻者林先生的遺體鞠躬辭行，以致哀思。

無私奉獻備受讚頌
其所在公司領導回憶林先生，情真意切地
評價稱，「林先生襟懷坦蕩，博愛仁慈，工
作積極認真，待人真誠親切。」趕來送林
先生最後一程的親人和同事，無不哀痛難
忍、淚眼朦朧，對林先生作出捐獻器官
的決定讚頌不已。

「非常感謝天津市紅十字會細緻
入微的工作和無微不至的關懷，感
謝為捐獻服務的每一個人，」
林先生的妻子用悲慟
又 堅 定

的聲音說，「雖然他走了，可是他的生命在其他人
身上得到了延續，我相信他會以另一種方式一直
守護着我們。」
6月初，46歲的林先生突發腦出血，被轉

到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接受治療，8日離
世。聞訊趕到的家人決定尊重林先生
捐獻器官的遺願，並在天津市紅十
字會的幫助下為5位生命垂危的
重症患者以及2名眼疾患者
送上了生命和光明。

■■天津市紅十字會向林先天津市紅十字會向林先
生的家屬頒生的家屬頒發發《《中國人體器中國人體器
官捐獻證書官捐獻證書》》及及紀念杯紀念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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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聰 天津報

道）11 日上

午，天津市

紅十字會為

首例台胞器

官捐獻者舉辦

的緬懷告別儀

式，在安泰器

官捐獻殯儀服

務站舉行。 告

別儀式上，人體

器官捐獻協調員

向林先生家屬通報

器官移植患者治療

情況。據稱，林先生

所捐獻的器官已分別移

植到5位患者體內，幾位

患者目前各方面指標正

常，術後情況良好，器官功

能逐漸開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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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遺愛台胞遺愛 五大陸患者移植順利
遺孀：他的生命得到延續 用另一方式守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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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就業創業服務 港澳台青享國民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汕頭報
道）一連三天的「體驗直通之旅、發現汕
頭之美」采風活動昨日落下帷幕。采風團
在第三日走訪了汕頭南澳島，考察南澳島
的旅遊資源。南澳縣委書記柯茂對采風團
成員表示，2015年南澳大橋通車後，南
澳島全年接待遊客從原來的100萬人左
右，增加至去年的670萬人次。在汕港高
鐵開通的機遇下，南澳島將迎來越來越多
來自粵港澳大灣區及國際的旅客。采風團
成員也表示，南澳島自然風光優美，相信
未來能吸引更多港人通過「高鐵遊」到島
上遊玩。

與高速公路無縫對接
柯茂表示，今年來，南澳縣正圍繞打
造國際旅遊島的目標，大力實施全域旅遊
發展戰略，加快推進創建廣東省全域旅遊
示範區和國家5A級旅遊景區。據透露，
去年南澳全縣旅遊接待人數670萬人次，
比前年同期增長12.9%；旅遊綜合收入達
20.76億元，比前年同期增長18.6%。
不僅如此，南澳正完善交通建設，對
接大灣區的旅客。目前汕頭正推進南澳聯
絡線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未來將實現南澳
大橋與高速公路無縫對接。項目連接區域
內多條國省道和快速路，這對外來遊客和
南澳島民快速進出南澳島、以及澄海中部
地區連通高速公路都具有重要意義。
采風團一行走訪了南澳新地標海絲廣

場及北迴歸線標誌塔，對考察的最後一站
南澳島的美景印象深刻。采風團團員表
示，三天考察之旅收穫豐富，體驗了汕港
高鐵通車的便利、體驗汕頭傳統文化，同
時還走訪了汕頭高新技術企業、當地交通
基建項目、當地高新科技企業以及華僑經
濟文化合作試驗區，對汕頭的經濟社會發
展情況及投資環境有了新的認識。

香港文
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中國人社部、教育
部、公安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

五部門近日聯合發文，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創
業工作，表示要把高校畢業生就業作為重中之重，提出

將留學歸國人員、港澳台青年全面納入公共就
業人才服務體系，同等提供就業創業服務。
昨日公佈的《關於做好當前形勢下高校畢業生就業

創業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四個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積極拓寬就業領域。支持多渠道就業，鼓勵創

業帶動就業，加強創新創業教育。
二是大力加強就業服務。將組織畢業生參觀公共就
業創業服務機構、企業和創業園區納入就業指導課程實
踐，建立職業指導師聯繫畢業班制度。組織分層次、分
類別、分行業的校園招聘活動，向畢業生普遍推送政策

清單、服務清單、服務機構聯絡清單。將留學歸國人
員、港澳台青年全面納入公共就業人才服務體系，同等
提供就業創業服務。支持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為高校畢業
生提供公共就業創業服務。將有培訓需求的高校畢業生
納入職業技能提升行動。
三是強化就業權益保護。加強招聘領域監管，嚴肅查

處「黑中介」、虛假招聘、違規檢測乙肝項目等違法行
為，嚴厲打擊以求職、就業、創業為名義的信貸陷阱和
傳銷、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規範就業簽約。
四是全力做好兜底保障。擴大就業見習規模。

大灣區「搵樓熱度」穗居首

業界聚深圳 研未來城市地產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第24屆亞洲房地產學
會年會（AsRES）暨 2019 MIT -
清華未來城市國際研討會日前在
深圳舉行。本次會議由麻省理工
學院中國未來城市實驗室、清華
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中心共同舉
辦，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承

辦。共有約270位來自亞洲和世界
其他地區的參會人，包括中國、
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加
拿大和巴西等國家。在為期三天
的會議期間，共有180篇高質量論
文進行匯報和討論。

研促城市科技產業地產良性共生

本屆年會的主題為「未來城市
未來房地產」，為來自世界各地
的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及政府官
員提供一個交流平台，探討房地
產業的發展趨勢和未來城市形
態，研討未來城市發展的優秀實
踐案例，以促進城市科技、產業
與房地產的良性共生與可持續發

展。
在三天時間裡，專家學者重

點就智慧城市、地產科技前
沿、粵港澳大灣區可持續發
展、新城建設等內容進行探討，
並參觀深圳城市地標，感受大
灣區的繁榮與廣闊的發展前
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劉俊海，實習記者 雷
文昕、尹修懿）在日前舉行的蘭洽會期間，隴港企業家
合作交流懇談會上，香港金融發展局董事、FSDC行政
總監許正宇，香港數睿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兼CEO楊
德斌等介紹了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情況，他們希望，按甘
肅所需，揚香港所長，鼓勵並幫助甘肅新經濟企業赴港
上市，並在金融、科技等多方面開展合作交流，共拓新
的合作領域。
許正宇說，據他了解，隨着甘肅近幾年來經濟的高速

發展和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化，甘肅省委省政府積
極鼓勵企業通過香港這個窗口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國際
資本助推甘肅經濟發展。香港政府願意協助甘肅企業在
香港通過發債、上市等融資，希望越來越多的甘肅企業
通過香港拓展國際市場、走向世界。
楊德斌在同一場合表示，希望和甘肅絲綢之路信息

港、蘭州市大數據局等認真交流，探討合作機遇，共同
促進甘肅大數據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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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右)稱希望越來越多甘肅企業通過香港拓展國際
市場。左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楊韶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由江西省政府、中國工
程院、中國科學院共同主辦的中國（贛州）稀土產業高質量發展
論壇日前在江西贛州舉行。近20位兩院院士以及內地稀土行業協
會學會負責人、重點科研院所高校專家、六大稀土集團及內地稀
土行業企業代表等共450餘人參加了論壇。本次論壇從稀土行業
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稀土產業科技創新、國內外宏觀經濟
形勢等角度，為內地稀土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前沿創新思維和行
動導向。
據悉，近年來，贛州加速建設稀金科創城，加強與高等院校和
科研機構的合作，構建了國家離子型稀土資源高效開發利用工程
技術研究中心、國家鎢和稀土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中科院海
西研究院贛州稀金產業技術研發中心、質譜科學與儀器國際聯合
研究中心贛州分中心、江西稀土功能材料創新中心等創新平台，
持續加速科技人才集聚和企業協同創新，加速科研成果產業化，
延伸稀土產業鏈。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相里斌提出，中國科學院與江西省雙方圍繞

「稀土高效利用及礦區環境整治和江西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兩
大院省合作重點突破領域，依託贛州豐富的稀土和有色金屬資源
及特色產業集群，加速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在江西的落地轉化。

贛辦論壇研稀土行業未來發展

該報告稱，粵港澳大灣區的
各個地級市中，深圳、廣

州、佛山的常住人口遠超戶籍人
口，是粵港澳大灣區內最吸引外
來人口的城市。
城市的發展帶動房地產市場需
求。在新房的找房熱度方面，受
春節影響，粵港澳大灣區1月份
整體找房熱度較低，2月份開始
增長，3月達到找房熱度高峰。
從不同城市新房的找房熱度來

看，廣州的新房找房熱度領先其
他城市，深圳、佛山的新房找房
熱度排在第二、三位。

穗深本地購房比例逾七成
從異地購房情況來看，深圳、

廣州兩城的本地購房者佔比超七
成，其他城市的購房人群也主要
來自本城，但佔比低於深廣。有
相當一部分比例的深廣購房人群
會選擇在周邊城市買房。另外，

新房的戶型偏好方面，整體來
看，各城購房者多傾向於購買三
居室的新房。
從二手房市場來看，深圳、廣
州集中了城市群內50.3%的二手
房需求量，其中，廣州的二手房
需求高於深圳，排在大灣區首
位。

南山福田二手均價7萬元
報告還對各個城市不同城市區

域的二手房掛牌價格進行了統
計。今年前5個月，深圳二手房
掛牌均價為每平方米5.37萬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深圳南
山、福田二手房掛牌均價已超過
每平方米7萬元。
廣州二手房掛牌均價為每平方

米3.21萬元，其中越秀區二手房
掛牌價格超每平方米5萬元，其
他城市二手房掛牌價格多在每平
方米2萬元以下。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58同城、安居客日

前 發 佈 的 《2019

年粵港澳城市群樓

市報告》指出，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

廣州的新房找房熱

度領先其他城市，

深圳、佛山的新房

找房熱度排在第

二、三位。此外，

二手房市場方面，

廣州的二手房需求

也排在大灣區首

位。

■《2019年粵
港澳城市群樓
市報告》指，
在粵港澳大灣
區內，廣州的
新房找房熱度
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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