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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舉辦
深圳舉辦「
「香港在深學習就業創業青年座談
會」，
」，多位港青分享在深圳學習
多位港青分享在深圳學習、
、就業
就業、
、創業的
心得體會。
心得體會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香港在深學習就
業創業青年座談會昨日在深圳
五 洲 賓 館 舉 行 ， 100 名 在 深 學 習
就業創業的香港青年與會。8 名香
港青年在會上暢談在深圳學習、就
業、創業的心得體會，他們紛紛表
示，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出
台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給港青發展提供了更多空
間，他們呼籲香港青年來深圳「走
走」、「創創」，共享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機遇。

香港在深學習就業創業青年暢談心得體會

深建示範區 北上必更好
座談會由共青團深圳市委員會、深圳市
青年聯合會主辦。全國青聯副主席傅

振邦，廣東省青聯主席張志華，香港創新
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署理香港民政事
務局局長陳積志，深圳市委副書記鄭軻，
深圳市委常委田夫參加。

學學科技首席執行官陳升：
潛力大必能各展所長
「80 後」港青陳升是入
駐前海的首批港青之一。
如今擔任學學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執行官，（香港）
青年專業聯盟秘書長及資
訊科技界副會長、前海深
港青年事務專業諮詢委員會委員、第六屆
深圳科學技術協會代表。他表示，團隊決
定北上創業時之所以選擇深圳、選擇前
海，一是深圳「四海會賓客，五洲交朋
友」的熱情和一句「來了都是深圳人」的
親切、包容，讓香港青年倍感溫暖。二是

深圳麗晶教育集團董事張彥南：
倡建個人數碼認證中心
深圳麗晶教育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張彥南 2009 年起就
從香港來到深圳參與家族生
意，也開始參加香港青年社
會組織，推動青年人加入商
界發展。
2016 年張彥南着手創立羅湖區海歸協
會，目前會員 800 人，其中有四分一為香
港人。他認為，香港青年要到內地發展，
往往通過共有的大學經歷或西方文化作話
題來找出突破口，深圳海歸人數達8萬多，
海歸協會這個氛圍的融入度較為理想。他
指出，香港的很多青年其實對內地認知不
足，雖然有不少深港的交流活動，但是一

兩天的走訪很難深入了解到國家對港青的
重視，希望在香港的青年團體和大學裡能
培養一些灣區大使作推廣。
此外，鄭彥南對河套地區的發展也十分
關注。他建議，在河套區設立灣區個人
數碼認證中心，可作為對個人身份認證
的國際界面，例如灣區人的數碼身份利
用區塊鏈技術保存，不能改寫不能作假
和去中心化的優點，而分析器放在香港
河套區的灣區個人數碼認證中心內，加
強國際的認受性，以後灣區人身份可流
通於國際市場，也會成為一種國際上的
信譽保證。

舒糖訊息科技創始人何耀威：
建議放寬人才引入限制
舒糖訊息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創始人、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何
耀威就認為，粵港澳大
灣區是國家的重要佈

我的新目標
是協助大灣區
製造業轉型升
級，在去年成
功出售過去業
務後，我開始
看準大灣區內 9+2 城市
的製造業。深圳營造了
良好的創業環境，建議
多給一些港澳項目與資
金方見面的機會，讓他
們直接面對市場。在創
業貸款方面，能夠考慮
由內地銀行的香港分
行，在香港審查青年人
的狀況，再在內地發放
創業貸款。

深圳擁有非
常完善的產業
和科技配套，
我們把香港的
科研成果拿到
內地，把概念
變成實體產
品，同時也通
過香港把產品
推出世界，做到真正的
「深港合作」。深圳將
建先行示範區，推進在
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
居民享有「市民待
遇」，讓我們更加放
心，以及全力在深圳發
展。

前海夢工場二期年底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胡永愛 深圳
報道）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王焱俠在香港在深學
習就業創業青年座談會上表示，前海深港青年
夢工場二期擴建工程建築設計和空間規劃已完
成，新增空間面積約 1.9 萬平方米，預計今年
底可正式啟用。

累計孵化團隊 港澳台等佔半
王焱俠在座談會上介紹了前海服務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的經驗。她表示，近年來，前海依託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關鍵支撐平台，大力支
持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着力打造集創意鏈、產
業鏈、資金鏈、政策鏈、信息鏈、人才鏈等
「六鏈合一」的全鏈條創新創業生態圈，取得
了系列成效。截至今年上半年，前海深港青年
夢工場新增孵化創業團隊32家，累計孵化創業
團隊388家，其中港澳台及國際團隊190家。
中央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王焱俠表示，前海將扎實做好支持港澳
青年創新發展，加快拓寬港青創新創業物理空
間，大力支持港澳青年在科技領域創新創業，
加快建設前海創新特別合作區，加快構建對接
香港的法治環境，加強營造港式工作生活環

境，加快推進深港交通設施互聯互通。

新創業區招標 最快 2020 啟用
她透露，前海正在加快建設前海深港青年夢
工場二期、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業區、深港創科
城、前海深港科技創新生態谷、深港人工智能
小鎮等項目，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大的
發展空間。其中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二期擴建

工程建築設計和空間規劃已完成，新增空間面
積約 1.9 萬平方米，將提供共享辦公空間、孵
化器、加速器、公共實驗室、產品檢測中心及
配套服務區等設施，預計今年底可正式啟用。
此外，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業區計劃建設約14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的基地主體區空間，現已完
成項目前期策劃，正開展項目設計招標工作，
預計2020年底建成一期並啟用。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將為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
資料圖片

全國青聯副主席語港青：拒挑唆 抓機遇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享市民待遇 放心續發展
前海隨身寶科技聯合創始人郭瑋強 ：

製造業轉型 業務新機遇

在 內 地 十
年，也見證着內
地驚人的高速發
展和走向正面的
前進，對內地前
景更有信心。建
議放寬人才流
動，如鼓勵企業
開放實習崗位
的機會，對來
灣區實習的港澳青年簡
化出入境流程等，並對
在灣區實習的青年在合
理範圍內對其開放和內
地居民一樣的社保、醫
保以及購房和子女就學
的政策。

誘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最缺乏的就
是人才，無論是香港青年、還是深圳青
年，都是中國青年，青年人應先了解自己
所長及定位，各展所長。

米車網創辦人林朝暉 ：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青年委員會主席梁煒茵 ：

深圳有着因
為地域優勢帶
來的各種經濟
貿易的便利，
也有國家政策
的相關扶持，
所以這裡從開
始發展，就吸
引了很多外地
人來此創業或謀生。粵
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應充
分發揮珠三角和香港自
身的優勢，形成互補合
作，共享祖國經濟發展
紅利。結合這些發展趨
勢，對深圳的美好明天
充滿信心。

增實習崗位 助人才流動

深圳吸外才 明天將更好

來深創業
至今，能看
到深圳在不
斷地發展，
令我感受較
深的是深圳
不排外的創業環境。
國家下發的關於支持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意
見，可以看到，深圳
正在努力營造人才宜
居宜業的環境。更加
開放的環境及便民的
政策，為港澳創業青
年往內地發展打開了
一扇門。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研究生王旭東 ：

創客匯創始人曾義 ：
708090

深圳不排外 創業環境佳

港 青 發 言

因為這裡的發展潛力巨大，自己的團隊可
以藉着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的東風，
享受諸多的便利，把握未來的發展空間。
借助前海的「東風」，陳升創業不到一
年，即獲首輪融資 5,000 萬元人民幣。他
坦言，團隊剛落地時也曾遭遇「水土不
服」，走了不少彎路。但在前海有五六
個香港創業團隊經常聚在一起交流，一
起想辦法來解決困難，當時還給聚會起
了一個「街坊福利會」的名字，大家都
獲益很多。
陳升後來參與香港青年專業聯盟前海眾
創空間等多個創新創業基地的運營，成為
港青北上的「領路人」。「我現在工作在
深圳的前海，對我而言這裡是一面明鏡，
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向北看，我看清楚
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國家對香港
的特殊照顧；向南看，我對『一國兩制』
有更深刻的理解。」
他指，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步伐的加
快，未來大灣區的機遇將更多，並且十分

局，對於香港創業者而言，解決了香港
過去因為市場小，發展空間不夠的問
題，也可以借灣區的發展機會面對內地
的龐大市場。
國家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提到給香港人市
民待遇，何耀威認為是一個更深度的融合。
何耀威指出，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大
膽創新是原動力，如果可以根據這些科
技產業特殊的發展方向，在這個示範區
先行先試，相信對這些創新科技企業是
一個更良好的培育環境。
何耀威建議，深圳放寬人才引入的年齡
限制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專家人才。以
自己的團隊為例，有一些學者，在香港
學校裡做了多年研究的相關領域領軍人
才，有豐富經驗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
平，但因為年齡原因，他們在申請一些
人才補貼上會有障礙。他也建議深圳借
鑒香港特區政府對科技企業的一些政策
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胡永愛 深圳報道）
香港「反修例」的暴力行為，為香港繁榮穩定帶來
巨大挑戰。昨日舉行的座談會上，全國青聯副主席
傅振邦指出，一些年輕人受「反中亂港」勢力挑唆
參與其中，讓人痛心，他寄語港青要增進思想共
識，做「一國兩制」的踐行者；抓住寶貴機遇，做
推動祖國發展的引領者；發揮橋樑紐帶作用，做深
港交流的推動者。

傅振邦：港青需頭腦清醒

「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強則香港強。」傅振邦
在會上表示，香港青年不僅是香港的希望和未來，
也是建設國家的有生力量。中央歷來高度重視香港
工作，親切關懷香港青年的發展，為香港青年搭乘
祖國發展快車，融入國家發展提供了寬廣的平台。
他對香港青年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建議香港青年增進思想共識，勇做「一國兩
制」的堅定踐行者。傅振邦指出，香港是多元社
會，對一些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
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
撕裂、對抗，不僅於事無補，還會嚴重阻礙經濟社
會的發展。近段時間以來，香港「反修例」風波不
斷，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嚴重衝
擊。更讓人痛心的是，一些年輕人受「反中亂港」
勢力挑唆參與其中，成為被政治陰謀家肆意操控的
工具。換個角度看，他們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可悲
可憐。沒有社會的安定團結，不將精力放在建設發
展上，哪裡會有青年良好的就業創業機會？在這關
鍵時刻，更需要兩地青年頭腦清醒，團結一致，共
同為實現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發展努力。
傅振邦還鼓勵港青主動關注用好國家政策，站在科
技革命和產業鏈的前沿，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善於從祖國發展大勢中把握機遇，搭乘祖國
發展的高速列車。此外，他希望在場的港青將自己在
內地發展的感受告訴身邊更多的香港青年，增進香港
青少年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鄭軻：深圳提供更闊舞台

深圳市委副書記鄭軻出席座談會致辭表示，深圳過
去 40 年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的輻射帶動、傾情支持。
不久前《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出台，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這對深圳是重大歷史機遇。深圳發展好，才
能更好服務香港。對香港也是重大歷史機遇，有利於
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新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鄭軻指出，意見中有十多處直接點到了深港合作
的具體細節。深圳將努力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切實
解決大家的困難與問題，讓港青共享人生出彩的機
會，為港青提供更加廣闊的舞台。希望港青勇當深
圳建設的中堅力量，深圳將依託前海等深港合作平
台，聚焦科技創新，推動實現深港兩地政府、企
業、青年等多方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