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家園基金多招助青年抓機遇
提供就業機會 促進文化交流 有利「再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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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9月12日(星期四)

9月10日(第19/104期)攪珠結果

頭獎：$81,486,160 （0.5注中）

二獎：$1,023,150 （7注中）

三獎：$65,070 （293.5注中）

多寶：$40,74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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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大灣

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日前舉行

首屆理事會午餐會。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華潤集團董事長、大灣區共同

家園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傅育

寧，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

主席黃永光，以及一眾理事出席。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陳冬陳冬、、傅育寧傅育寧、、黃永光出席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首屆理事會午餐會黃永光出席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首屆理事會午餐會，，並與一眾理事合影並與一眾理事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由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辦的「我
的祖國70周年」活動系列暨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節—「大灣區大型考察
團—廣州、佛山、江門」昨日上午
在尖沙咀舉行啟動禮。中聯辦副主
任陳冬出席主禮，並應允擔任考察
團榮譽團長。屆時，超過4,500名粵
港澳三地青年將一起到訪廣州、佛
山、江門三個灣區城市，體會國家
飛速發展的成果，感受中華傳統文
化和美景，提升對國家、民族和身
份的認同感，促進社會和諧共融發
展及人文交流。
「大灣區大型考察團」將於本月21
日至22日一連兩天舉行，目前已收
到的報名青年團體有超過60個。昨
日率先舉行啟動禮，主禮嘉賓尚包
括：原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中聯辦
青工部部長陳林，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陳積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
勇，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兼團
長吳學明，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名譽副
主席梁均達等。

聶德權：用開放態度「識灣」
聶德權致辭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青年總會成立以來，舉辦了多次團結
大灣區青年的大型活動，對各地的青
年文化融合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邁向世

界的基礎，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所
以港澳青年更應多聽、多看、多交
流，用開放的態度去認識大灣區。
陳積志致辭時也指，大灣區是國

家為青年搭建的一個展示平台，希
望青年能抓住這一機遇，積極融入
大灣區謀發展。
吳學明介紹本次考察團三個主要目

的，第一是慶祝新中國70周年，用
實際行動展示作為中國青年、大灣區
青年的驕傲；第二是促進大灣區青年
的交流，讓更多年輕人能切身感受祖
國的發展；第三是希望通過交流減少
摩擦、促進社會的和諧。

灣區產業鏈完整 補港不足
吳學明其後接受訪問時指，今次參

加者以20歲至30多歲的青年為主，
當中既有學生，亦有在職和專業人
士，目前已收到超過4,000份申請，
來自港澳地區的約有2,500人，其餘
則來自廣東省各地。他指，青年參團
原因各異，當中大多希望在大灣區尋
找工作或結交朋友，亦有部分意向創
業，大會將會根據參加者的意向及興
趣進行分組。
他表示，考察團是要幫助青年尋求

發展及生活空間，香港產業空心化問

題確實阻礙了青年的發展空間，而
大灣區則有完整產業鏈，以及有利
科創的大環境，這些都是香港所缺
乏的，相信青年只要能夠抓緊大灣
區的機遇，就會找到新的出路。
今次活動由廣東省青年聯合會聯

合主辦、廣東省僑界海外留學歸國
人員協會合辦、香港廣東各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等機構協辦，嘉華國際
贊助。
另外，為慶祝新中國70華誕，大

會也將會舉辦一場主題活動，組織
青年通過獻花及大合唱，齊為祖國
送上祝福。

粵港澳青年將訪灣區三城識國情

■賓主主持「大灣區大型考察團」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立
醫院病床被指長期供不應求，但智經
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2017
年最少有有4萬人次的病人其實可以
避免住院，指政府在推動基層醫療方
面心有餘而力不足，建議政府增撥資
源發展家庭醫學，及資助市民接受預
防護理，紓緩公立醫院爆煲的情況。
智經研究中心並建議，讓45歲及以
上人士免費接受大腸癌及子宮頸癌檢
驗，之後再交由社區醫護團隊跟進。
智經研究中心昨日發表《治未病之
病：發展香港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研
究報告，指45歲及以上慢性病患者比
例將隨年齡增長而明顯上升，他們的
持續護理需求亦會隨人口高齡化而增
加。
香港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起推展基
層醫療，但至今未見明顯成效，本身
是醫生的智經理事及研究召集人李國
棟指，全面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可讓
慢性病患者留在社區治理，免於動輒
到醫院求診，但本港在2017年卻至少

有4萬人次如患高血壓、糖尿病及流
行性感冒等疾病的病人可避免住院。
李國棟表示，加強預防護理比為患
者治病更能促進市民健康，指預防護
理服務零散和市民自我健康管理及防
病意識不足均影響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在港發展，建議政府整合現行零散的
健康檢查服務，透過地區康健中心為
市民提供血壓、血脂、血糖、大腸癌
及子宮頸癌的相關檢驗，以及流感疫
苗接種服務，鼓勵市民盡早培養定期
檢查身體等預防保健的習慣。
智經研究中心建議，讓45歲及以上
人士免費接受血壓、血脂、血糖、大
腸癌及子宮頸癌檢驗，之後再交由社
區醫護團隊跟進。
該中心並提出，政府長遠應考慮成

立「基層健康管理局」，以法定組織
的形式監督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及發
展，獨立監管及評估各營運者的服
務，並制訂針對社區護理的法定監管
程序、行政管理安排和質素評估制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昨
日向特區政府提出六大政策建議，希望可幫助香港基層青
年發展，支持香港青年融入大灣區的發展，同時為特區政
府與香港青年理性溝通，傾聽青年特別是基層青年的聲
音，搭建平台，以逐步完善大灣區發展。
該協會日前舉行「香港基層青年灣區行」考察活動，組

織40名香港基層青年赴深圳、廣州、珠海等地，探索投身
大灣區發展的具體途徑和渠道，實地接觸三地不同機構和
部門，與當地各界人士交流，對接現實機會。
考察團回港後，總結了是次考察所發現的問題和港青所

面對的困難，主要有五大類，包括：對粵港澳大灣區政策
認識不夠；對內地法律及制度認識不夠；對內地生活認識
不夠；對處理內地行政部門事務面臨困難；有家庭人士到
大灣區發展的孩子教育問題。
協會指，香港青年反映了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多方

面訴求，包括希望了解更多針對專業領域（例如演藝、媒
體、體育）的政策及配套措施；在支援到大灣區發展的住
宿方面，希望得到更大的資助，如置業補貼、租房補貼；
希望提供更全面的資訊、資助、保障以至法律支持等等。
為此，協會昨日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六項政策建議：
一是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資訊的推廣力度。例如增加或改

變現行推廣相關資訊平台的方法，令相關資訊平台可以傳
達到有意向到大灣區發展的市民。
二是加深粵港澳大灣區資訊及政策解讀的深度。建議特

區政府除了列出大灣區及各城市的政策文件外，還可加深
對有關政策的解讀，例如由專業人士包括稅務師、會計師
或律師等，設立諮詢系統接受市民有關灣區政策諮詢。
三是研究法律援助計劃擴展至大灣區的法律案件。建議

將香港的法律援助計劃，增加內地法律案件法律援助的可
行性，適用案件範圍擴展至對港人在大灣區遇上的法律問
題，將可加強港人前往大灣區發展的信心。
四是加深及加強有關大灣區各城市的生活資訊；五是研

究設立協助港人處理大灣區中遇到的行政部門事務專責小
組；六是研究設立可銜接兩地教育體系學校，協會建議特
區政府可聯同內地相關部門共同研究港資或者港府參照香
港的教育體系在大灣區設立中小學，對接香港教育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將於
下月發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屋聯會昨日聯
同多個屬會團體到行政長官辦公室請願，向特
首林鄭月娥遞交有關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建議，
包括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以興建公營房
屋、加建「綠置居」大廈、設立租金津貼基
金，以及調整居屋綠白表比例等。
公屋聯會指出，香港近月發生一連串示威及

衝突事件，令社會陷入嚴重撕裂境地，更觸發
尤其是年輕一代市民對政府過去所做民生工作

的憤懣情緒，故認為政府與市民展開對話是重
要的，但做好民生工作也是必要的舉措，而房
屋及土地問題就是當前社會其中一個重大的民
生問題。
公屋聯會續指，雖然政府早前推出約190億元

的紓困措施，但僅起短期緩解作用，未能根本解
決目前香港房屋「租金貴、上樓耐、置業難」的
三大問題，故政府必須在施政報告中向社會顯示
更大的誠意，作出更大的突破及承擔。
土地政策方面，公屋聯會建議，應全面收回

粉嶺高爾夫球場以興建公營房屋，善用房委會
轄下舊屋邨地積比率，加建「綠置居」大廈，
並加快推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及適量
降低屋邨綠化面積以增建公屋單位等。
對於房屋政策，公屋聯會認為，政府應善用

房委會轄下工廈改建公營房屋，設立租金津貼
基金，研究設立居屋及「白居二計劃」的入息
及資產下限，調整居屋綠白表比例，研究推出
資助出售房屋遠期樓花，以及恢復「房舍調換
計劃」，以增加租戶調遷機會等。

智經：發展家庭醫學可紓公院爆煲 公屋聯會促全面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公屋

■公屋聯會昨
日聯同多個屬
會團體到行政
長官辦公室請
願，遞交有關
土地及房屋政
策的建議。
公屋聯會供圖

陳冬致辭表示，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高度重視青年發展，積極鼓勵

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出了一系列支持
青年到大灣區就業創業、交流實習的政策舉
措。在黃永光主席等理事會成員的共同努力
下，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籌備工作
圓滿順利，認捐金額達1億港元，充分展示
了香港青年的社會責任和正能量。

陳冬：「止暴制亂」任務緊迫
他說，當前香港社會「止暴制亂」任務
緊迫，深層次矛盾問題極待解決，希望基
金全力支持配合政府施政，幫助各階層青年
到大灣區拓展機遇，努力改善社會氛圍，共
創美好未來。
青年公益基金得到「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
基金」及各位社會賢達慷慨解囊，現時承諾
捐款金額已達1億港元，並成功籌組由超過
90位社會賢達組成的理事會。過去數月，青
年公益基金在行政和青年工作穩步推進，其
中包括位於華潤大廈的辦公室由今年3月開
始運作，並於5月份召開首屆理事會第一次
會議，盼凝聚社會各方力量，為青年提供長

期的支援，推動青年事業發展。

落實合作項目 為港注正能量
基金於過去數月積極與不同青年組織聯絡

及落實合作項目，包括支持「創新香港—國際
人才嘉年華2019」，為青年提供就業機會；
贊助「愛港．愛講．愛唱」音樂集會，為社會
注入正能量，促進文化交流；又與「創科香港
基金會」聯合出版參考書籍《闖闖大灣區》，
幫助青年人到大灣區創業，尋找發展機遇。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永光

於簡介青年公益基金工作時表示，今年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首年，
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誌慶。青
年公益基金非常榮幸能參與灣區發展，並承
諾繼續全力支持國家，讓青少年對大灣區有
更好的了解。
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灣

區內城市優勢互補，協助香港優勢產業於灣
區發展，促進「再工業化」，助香港發展成
國際創科中心。
他表示期待一起繼續努力，發揮「一國兩

制」的獨有優勢，讓香港再創輝煌，實踐
「助青年 創明天」的願景。

黃永光：推多項青年資助計劃
黃永光又指，未來，青年公益基金將會繼

續積極和不同的青年組織聯絡，並研究合作
和籌備活動，重點項目包括設立大灣區青少
年項目資助計劃，資助青年組織和機構舉辦
項目，研究為獲得民政事務局「青年發展基
金」資助的初創企業，提供銜接支持及設立
大灣區「粵歷初體驗」青少年交流資助計

劃，鼓勵青年人了解大灣區的現況與發展前
景；以及在粵港澳三地，發掘感人故事，集
結成「平凡人 不凡事」灣區故事系列。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於2018年

12月正式啟動，以「助青年 創明天」為使
命，守正創新，開放包容，凝聚社會各方力
量，真心幫青年，為香港青年凝聚社會各方
資源，在學習、實習、交流、就業和創業五
個方面提供事業發展協助，製造有利環境，
讓年輕人可以更緊貼大灣區迅速發展的步
伐，把握機遇成就人生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