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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港澳青實習 體驗南沙雙創
嶺大生盼深入了解灣區政策機遇 提早做好職業規劃

131港澳生京滬實習收穫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2019年「港澳
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昨日在
北京閉幕。在過去5周，來自
23所高校的 131 名港澳大學
生，獲安排在國家圖書館、故
宮博物院、上海世博會博物
館、中國文化國際旅行社等30
餘間北京和上海的知名文化機
構和旅行社開展工作實習。不
少同學表示，對自身發展與特
區和國家發展相連有了進一步
思考，未來將會更多地關注文

化事業，希望助力內地與港澳
深化文化交流與合作。
在閉幕活動上，港澳大學生

代表回顧和分享了為期5周的
實習生活和感受。同學們紛紛
表示，此次實踐活動令自己受
益匪淺，不僅在工作中發揮了
所學和專業特長，得到了全方
面的鍛煉，同時也在豐富多彩
的交流活動中，親身體驗了中
華優秀文化的博大精深，更真
切地感受到國家經濟社會的飛
速發展和蓬勃生機。

港青實習心得
香港嶺南大學葉浚生
盼抓住南沙區定向招聘機遇
我在港資企業艾利（廣州）包裝系統產品有
限公司實習，榮幸獲得優秀實習生稱號。在
工作崗位一個月的鍛煉不僅給我帶來了經驗
和能力的提升，也讓我對南沙為港澳青年提
供的方方面面支持如人才公寓、共有產權住
房、免費的創業空間等一系列政策舉措有了
更深的認識。畢業後，希望能抓住南沙試點
在南沙區屬國企、法定機構定向招聘港澳青
年的機遇，拓展未來就業的選擇。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林清怡
感受到內地對青創的全方位支持
我在廣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東自貿區試
驗區南沙分行實習。在這個崗位我切身感
受到了內地對青年創業的全方位支持，也
豐富了自己對於大灣區創業的優勢的認
識，讓我對自己的專業和職業計劃有了更
清晰的方向。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傅寧怡
「半小時交通圈」印象深刻
我在九江銀行南沙自貿區支行實習。來南
沙，我真正感受到交通的便利。隨着廣深港
高鐵、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等重大基礎交
通設施的建成開通，南沙與港澳的通勤時間
大幅縮短，「半小時交通圈」初具雛形，這
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今年的實習計劃已開發出144家實習
單位和1,200多個實習崗位，涵蓋

南沙區發改局、商務局、產業園管理局
等集中體現自貿區制度創新的崗位，也
有央企、南沙區的金融機構和中科院
「一院五所」提供的優質崗位。尤其是
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方面，
小馬智行、科大訊飛、暗物智能等行業
頂尖企業開發出多元職能崗位，為港澳
青年南沙實習提供更為優質的機會和前
沿的科技創新平台體驗。
南沙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朱承志表
示，南沙作為粵港澳合作重大平台，正
緊緊扭住大灣區建設這個「綱」，營造
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和人居環境，構建現

代化產業體系，提升區域綜合交通、國
際科技產業創新、航運、新型貿易、金
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五大門戶樞
紐功能，全力啟動港澳青年創業就業試
驗區建設，推動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進入2.0時代，加快出台《廣州南沙新區
（自貿片區）鼓勵、支持和促進港澳青
年學業、就業、創業與置業扶持辦法》
66條措施，努力深化與港澳合作。

助益了解科創趨勢
香江控股集團雲科技副總經理陳金章

表示，計算機視覺、自動駕駛、自然語
言處理等這一類產業最前沿的科技創新
型企業都聚集在南沙的科創中心。此地

匯聚了一大批優秀海外歸國的人才，但
對於專業人才和相關的職能崗位缺口還
比較大。在他看來，很多科技創新企業
的專業相關的職能崗位可以讓青年學生
承擔一些實質性的工作，也能接觸到未
來一些前沿科技領域的內容。尤其為港
澳青年了解大灣區整個科技創新的趨勢
是非常有幫助的。
同時，陳金章透露，通過實習計劃，後

續企業和平台在引進實習生轉正崗位時能
更順暢地找到所需人才，而學生在規劃職
業方面都能有更新、更系統的了解，對於
一個區域的產業發展形成共識。
在南沙區商務局實習的香港嶺南大學學

生余安生表示，通過一個月的實習生活，
更好地了解了南沙區域的發展潛力，也更
深入了解大灣區的政策和發展機遇，為自
己的未來求職發展做好準備和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昨日，港澳青年學生南沙「百企千人」實習

計劃2019年首期結業分享會暨第二期迎新

啟動禮在廣州南沙遊艇會舉辦。第

二期413名港澳青年學生正式開啟

南沙一個月的實習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為解決融資信用問題，佛
山禪城區昨日在全國首創推出基於
區塊鏈的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
該平台連接政府、銀行和企業三方
數據資源，解決融資信任問題及降
低融資成本。
平台將整合用水、稅務、工商、
不動產、社保、環保等各類企業政務
數據，並實時更新，實現信用數據真
實、準確、有效、及時。由於數據、

資料不可更改，可追溯，企業造假將
受到懲罰，在金融機構的信用也將受
到影響。由此有效打破銀企雙方信任
瓶頸，解決融資信任問題。
「經企業授權，銀行可以在線查

看企業成長報告、經營情況，甚至
專利申請情況及人才隊伍等。」禪
城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負責人說，
銀行根據這些資料可以作出評估，
企業在線申請，銀行線上放款，幾
分鐘就可以完成。

銀行企業智能匹配
另外，政府還設有貸款風險補償

基金，提升銀行放貸信心。銀行也
可以在平台上發佈融資產品，智能
匹配中小企業進行授信，降低拓客
成本，提高放貸管理流程效率。
該平台還有利於政府實現扶持政

策的精準落地。根據中小企業發展軌
跡和發展階段的數據收集，政策制定
部門可科學設計測算科技金融扶持政

策，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產業
引導作用。當政策執行周期截止
後，系統自動對政策受體企業經營
數據進行同比與環比對照，輔助決
策者調整、優化政策方向。
中國建設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

米晉湘表示，該區塊鏈服務平台的建
立很好地解決了銀企信息不對稱問
題。禪城區委書記劉東豪稱，該平台
是開放的，服務更多的中小企業。
未來，還將接入更多金融機構。

■昨日南沙「百
企千人」實習計
劃今年首期結業
分享會暨第二期
迎新啟動禮在廣
州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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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只需在手機上接收來自用
戶的訂單，然後定時上門回收

就可以。」張宏川說，大學畢業後，他
當過技術員，創過業，現在是寧夏銀川
市的一名網約垃圾回收員。他說，自己
也從未想到會和垃圾結緣。

職業時尚 團隊年輕
在人們的印象中，廢品回收是一件
「髒亂差」的苦差事。近幾年，內地垃
圾分類工作的持續推進，催生了一個新
職業：網約垃圾回收員。作為內地首批
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示範城市之一，銀川
市於2016年開始引入互聯網企業推廣資
源垃圾上門回收小程序。

張宏川說，在銀川市「互聯網+資源
垃圾回收」啟動儀式當天，從事廢品回
收的姐夫拉他去現場，他才發現在互聯
網時代，垃圾回收員也可以像外賣騎
手、快遞小哥一樣，用手機接單，有統
一的服裝和車輛。他表示，「我覺得這
是個新興且時尚的職業。」

全面推進垃圾分類
目前，銀川市已經有200多名網約垃
圾回收員，很多都是和張宏川一樣的年
輕人。張宏川每日上門時，還會為居民
講解垃圾分類知識，並帶走廢電池、舊
燈管等有害垃圾。
垃圾分類是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

化、無害化的重要前提。今年6月，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印發了
《關於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開
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提出
從2019年起，內地地級及以上城市全
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到2020年
底，46個重點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
類處理系統。
每天看着大量的資源垃圾經過自己的

手匯集到資源垃圾集散中心，在二次分
選和壓縮後，被送往下游加工廠，張宏
川越來越意識到「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
資源」。張宏川的職業規劃不僅僅是做
一名垃圾回收員，將來他還想在再生資
源回收利用領域創業。

垃圾分類催生新職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每天早晨8點半，「90後」青年張宏川

穿上工作服，戴上白手套，拿好智能秤，便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收垃

圾。和傳統走街串巷的「拾荒者」不同，他的工作方式更加「智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滇
金絲猴全境保護網絡在雲南省香格里拉市建
立。該機構由雲南省林業和草原局聯合多家
公益組織、科研和民間機構推動建立，為保
護世界瀕危物種滇金絲猴而開展相關工作。
滇金絲猴是中國獨有的珍稀瀕危物種，

僅分佈於金沙江和瀾滄江間面積約2萬平
方公里的狹窄地帶，種群數量約 3,000
隻，被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也是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紅色名錄中
的瀕危物種，是世界上海拔分佈最高的靈

長類動物，與大熊貓一樣被稱為中國的
「國寶」。
滇金絲猴全境保護網絡為雲南首次嘗試

建立多方參與的聯合保護機制。雲南省林業
和草原局副局長王衛斌介紹，雲南省相繼建
立了四處保護地以保護滇金絲猴及其棲息
地，總面積達47.8萬公頃，基本覆蓋了滇
金絲猴種群集中分佈區域，此外又將保護地
外990.66公頃的滇金絲猴棲息地納入保護
範圍，為滇金絲猴種群恢復和壯大創造了良
好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山西省太原市美術館昨日
面向海內外開啟太原百年影像展展品
徵集活動，太原市美術館館長王鼎表
示，希望建立太原影像典藏體系，集
中展示攝影術發明以來太原留下的歷
史影像。
此次活動主要是徵集攝影術誕生180

年以來在太原地區拍攝的反映太原人日
常生活、生產勞動、文化娛樂等方面的
社會民生照片和記錄城市發展變遷、社
會文明進步的紀實照片。王鼎表示，希
望海內外拍攝過太原的攝影者積極投
稿，為此次展覽提供真實生動的太原影
像，特別是現實生活照片。

太原攝影歷史悠久
此次展覽將邀請國內著名攝影家組

成評審委員會，投稿作品被採納後，
將編入「太原百年影像展」畫冊。徵
稿時間為7月15日至10月30日。
1839年8月19日，「攝影之父」達

蓋爾（Daguerre）在
法國科學院和藝術學院聯合大會上，
向世界公佈了銀版攝影法發明的詳細
經過，標誌着攝影術正式誕生。1840
年，全球第一家照相館在紐約成立。
1842年，隨着中國向外國開放通商
口岸，大批商人和傳教士來到中國，
攝影術也隨之進入中國。據史料記
載，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朱
益文在太原南校尉營開辦的摹真照相
館是山西省最早出現的照相館。到
1925年，太原市共有8家照相館。
1909 年，美國地質學家張伯林

（Chamberlin．Thomas．Chrowder）
組織策劃芝加哥大學以探索中國自然
資源為目的的「東方教育考察」。其
間，他途經太原留下以大街、寺廟、
磚廠等為景拍攝的圖片，記錄下1909
年的太原。

■張宏川在銀川市資源垃圾集散中心

統計貨物數量。
網上圖片 ◀ 張宏川（左二）

和同事。網上圖片

「「9090後後」」樂當網約回收員樂當網約回收員

時下正值山東濟南高溫潮
濕的季節，但濟南野生動物

世界的大熊貓「二喜」卻格外歡實。園區工作人
員專門為「二喜」開設了16攝氏度的空調房，
並且為牠準備了包裹着冰塊的水果以及大量新鮮
竹子，讓牠在炎炎夏季也能樂享清涼。圖為大熊
貓「二喜」昨日在享用包裹着冰塊的水果。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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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建滇金絲猴全境保護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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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老城隍
廟牌樓，如今的
城坊街口。

網上圖片

◀ 圖為記錄太原正
月十五舞龍的老相

片。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