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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政策眾多
通過此次走訪，發現大

灣區有這麼多支持港澳青
年創業的政策，比如免
租、法律服務、稅務服
務、貼息貸款等，這些在
香港是很難做到的。 陳義豪

識益友得意見
走訪中，認識了很多不同

類型的朋友，他們給了我很
多意見，有的特別新穎。未
來想在為超市提供供應鏈服
務方面，做出創業項目，考
慮前往大灣區。

喜與CEO對話
收穫最大的是與大灣

區當地的企業CEO對
話，他們提供了很多意
見和建議，比如一個基
層青年如何在大灣區開
啟創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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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敖敏輝 珠海報

道）昨日，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協會主辦的「香港基層青年灣區

行」考察團結束了最後一站珠海的

訪問。通過了解大灣區創新創業環

境，走訪港澳青年創業基地，與內地創

業企業CEO面對面交流，他們發現大灣

區的創業條件和氛圍遠超預期。有嘗試

到灣區開拓房產經紀生意的港青，每月

成交的港澳客訂單已超過20宗。同

時，不少人在走訪中完全顛覆了原本

對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地區的負面認

知，呼籲更多香港青年到大灣

區交流考察，尋找自己的創

業機會。

訪灣區悉真貌 港青籲北上闖
與創企CEO對話 驚歎創業條件超預期

參訪團成員均來自香港基層，大多
數人多年甚至從未來過珠三角地

區。在對深圳、廣州的走訪中，當地
的發展以及支持港澳青年的力度，令
參訪團為之驚歎。雖然行程安排密
集，但他們到了珠海仍熱情高漲。
虞立燊在香港有着15年置業經紀人
經歷，去年8月開始，他在珠海設立據
點。「珠海是一座休閒城市，這幾年
吸引大量港澳居民前來置業。特別是
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到珠海看房的香
港人明顯增加。早年，香港人在珠三
角購房，以投資為主，如今，客戶多
以自住為目的。」

珠海推措施 港人更宜居
他說，港人對生活質量要求越來越
高，一個宜居宜業的環境，對他們來
說特別重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宜業
宜居宜遊優質生活圈，目前正密集出
台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生活和工作的
措施，這讓原本宜居指數高的珠海，
吸引越來越多港澳居民的目光。
一年來，他每個星期都要帶好幾撥

香港客人來珠海看房，每月成交的客
戶達20多宗，且有上升趨勢。「深圳
的房價已經非常高了，而珠海每平方
米只要1萬多元（人民幣，下同），相
當於在香港1,000多港幣一平方呎。」
虞立燊說。
他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確實給

香港居民在就業、創業、生活方面，
帶來了更大的空間。年輕人，包括社
會各階層人士，不妨走出香港，多了
解大灣區，了解內地，也許能發現另
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珠海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和日趨完善

的商業氛圍，正吸引越來越多像虞立
燊一樣的香港青年。他們當中已經有
人嘗試在大灣區開拓新市場。

發聲遭欺凌 礙在港發展
在香港經營一間名為「神戶食堂」

的郭德英，對即將投入使用的珠海中
心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會免除港澳
青年3年租金的舉措十分驚訝，她認為
這對創業者來說是巨大的幫助。
郭德英表示，香港近期的動盪，已

經影響到她在港的發展，這是她考慮
開闢新市場的另外一個原因。她說，
自己曾在fb發聲，希望香港人不要再
沉默，縱容暴徒的行為。但這行為激
怒了那些暴徒，他們在網絡上大肆攻
擊她個人以及公司，留下數以萬計的
惡言惡語。有人每天向政府部門報假
案，浪費執法力量的同時，也間接影
響餐館的正常運行。
也正是在這期間，有大量香港和內

地網友留言聲援她，讓她感受到了不
少正能量，此次有機會到大灣區考察
之後更讓她躍躍欲試。
今年12月，在珠海有一個大型投資

大會，屆時將吸引很多國內外的投資
者，珠海當地一家著名企業願意為她
牽線搭橋。郭德英說，屆時她會再來
珠海。她期待在投資機構的支持下，
能夠在大灣區吸引加盟商，將小店生
意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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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東莞
報道）為期三天的「2019粵港澳大灣
區公共文化和旅遊產品採購會」（下
稱「文採會」）在東莞市文化館揭
幕，來自粵港澳的342家文化、體育、
旅遊單位與企業攜逾4,000種產品登場
「開市」。據悉，這是首個輻射大灣
區的文、旅、體產品大型公益性展示

交易平台；並上線「文化雲採」，與
國家公共文化雲、全國公共文化和旅
遊產品交易平台實現對接、數據互
通。其間，設粵港澳特邀展區，香港
中華文化總會等機構亮相。

11城攜逾4千產品參展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廳長汪一洋在

開幕式上表示，在去年東莞文採會的
基礎上，今年升級舉辦粵港澳大灣區
文採會，為豐富大灣區文化旅遊產品
供給、加強大灣區文化旅遊交流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據悉，大灣區文採會吸引「9+2」城

市攜超4,000種文旅體產品參展，較去
年東莞文採會倍增，除了粵港澳特邀
展區外，還設文旅體綜合、文化策劃
及應用、文藝服務及演出、非遺服務
等展區。
其中，「粵港澳特邀展區」展示灣

區城市文旅體重點領域、重大項目成
果和新舉措新業態，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港
中旅（東莞）、夢劇社（澳門）等機
構產品亮相。
「大灣區文採會集聚粵港澳文旅體

優質產品和服務，搭建了三地公共服
務自由流通平台。」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有關負責人表示，參展的港澳項目
將推介港澳公共服務模式的經驗和案
例，為大灣區公共服務模式的優化與
創新提供借鑒，推動粵港澳文體旅區
域性公共服務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由中國海洋發展基金會主辦，深圳市藍色海洋
環境保護協會承辦的第三屆全國淨灘公益活動
暨第十五屆深圳國際海洋清潔日昨日在深圳大
梅沙海濱公園啟動。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12
家海洋保護公益機構與近50家企業和學校
2,000多名義工共同參與。
在深圳大梅沙海濱公園活動現場，義工們
開展了三維海洋垃圾清潔行動，除了撿拾沙灘
垃圾，還有的義工背着氣瓶潛到水底清潔海底

垃圾，有自由潛和游泳運動員義工清潔水下垃
圾，青少年帆船運動員則揚帆出海，清潔海面
垃圾。

內地30多城同時進行
是次活動聯合了粵港澳大灣區各相關海洋

保護機構齊聚深圳，共同研討交流大灣區海洋
垃圾面臨的現狀問題與解決方案，並聯合發佈
「粵港澳大灣區清潔海岸線清潔網絡」，共同
開展清潔海洋垃圾聯動行動。活動得到了香港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澳門
綠色未來、廣州市黃埔區綠
世自然保育中心等粵港澳大
灣區多個機構支持。
活動現場還設置了眾多海

洋相關的科普嘉年華，推出
海洋科普區、海洋科技區、
垃圾藝術區、減塑行動區等
豐富的內容，讓遊客對海洋
環保有深入的認識，也加深
了大家對垃圾分類的了解。
據悉，當日清潔海洋活動也
在大連、青島、三亞、南
沙、東營、寧波、日照、杭
州等30多個沿海城市分會
場同時進行。

國際海洋清潔日 逾兩千義工深圳淨灘對接國家文化雲 灣區文採會開幕

余安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珠海報
道）珠海走訪活動，港青收穫滿滿。為幫
助他們了解及融入大灣區創業，當天，組
織了一場政府官員和企業CEO與港青面
對面交流活動。共分成6組，針對不同行
業的青年，提供針對性諮詢服務。
橫琴新區管委會澳門事務局副局長李娟

表示，為了幫助澳門青年創業，當地出台
了一項十分有創新性的措施。根據新政，
澳門創業者不用在珠海註冊企業便可在這
裡招聘人才，政府將為他們提供租金補
貼。如今，這項政策也惠及香港青年。
「不用在珠海註冊，也意味着不用在當地
交稅，我們還補貼租金，真心實意幫助港
澳青年創業。」
珠海好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于建成建議，現在港澳青年到內地創
業，缺乏一個中間渠道，即他們如何啟
動創業工作。「其實這方面的工作內地
已經做了很多，港澳青年特別是香港青
年並不太了解，因此，一定要到內地來
多走多看。」
他建議，以行業或專業為劃分，要組

織不同的群體去走訪，比如醫療行業
的，一定要走訪大灣區內的醫療行業企
業和從業者，和他們面對面交流。
澳門同創集團董事長司徒作存在澳門

和珠海創業多年，他認為，香港和澳門
社會有很多相同之處，兩地青年交流也
非常頻繁。香港青年到珠海等城市創
業，可以通過澳門青年，去了解創業環
境和突進。
創業缺資金怎麼辦？如何能夠招聘到合
適的人才？初次來創業應該注意什麼？這
些都是港青關注的重點話題，多位CEO
都給了十分中肯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珠海報道）此次參訪
團成員均極少前往內地，甚至對大灣區完全不了解。
而通過走訪，他們大開眼界，甚至有如「發現新大
陸」，有不少考察團成員遂建議特區政府加大大灣區
各類政策的宣傳。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主席李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這次參訪團十分有意義。首先，團員來自香港基
層，大灣區對他們更是一個大機遇。其次，團員極少
來過內地，此前不少人對內地有誤解，有的團員甚至
參與過香港遊行示威活動。
「我們是很包容的，也希望他們來大灣區看看，了

解在香港不知道的情況。」李培說，事實上，這次參
訪，完全顛覆了他們對大灣區的認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考察團成員將結合參訪情

況，提出相關建議，進行匯總，並於今日與特區政府
官員見面。
據建議匯總人陳霆烽介紹，港青們建議最多的是希

望特區政府能夠加大大灣區各類政策的宣傳，拓寬渠
道，創新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大灣區。
有港青建議，應該在香港設立相關平台，讓港青無

縫對接這些政策。同時，要有相關專家及時在這個平
台對政策進行解讀。

港府應增宣傳 釋對內地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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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義工們努力清潔沙灘。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來自粵港澳的342家文化、體育、旅遊企事業單位攜逾4,000種產品登場「開
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香港基層青年灣區行」走訪橫琴自貿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為支持港青創業為支持港青創業，，珠海組織珠海組織
當地企業負責人與港青交流當地企業負責人與港青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港青參訪收穫多港青參訪收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