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茂龍 江蘇省政協常委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
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
年在南京出席活動時
指，江蘇和香港可加強
合作，尤其在生物醫藥
科技領域的發展，有助
為國家「一帶一路」建
設提供堅實的經濟基
礎。作為一個中國香港

人，本人非常認同和支持唐先生的提議和想
法，在此本人亦提議探討和大力推廣兩地多元
合作的可能性。
首先，江蘇與香港的強強合作，不僅可以

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作出
更大貢獻，更可以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
供強大後盾。
蘇港兩地分處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核
心位置，互補性十分強，在「一帶一路」倡議
和區域一體化發展方面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發展潛力巨大。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在經濟、科技、教育

及文化等領域均走在全國前列；而蘇州的生物
醫藥工業產業，尤其是免疫藥物和醫療器械，

在國內更是行業的佼佼者。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環球商業樞紐，

擁有世界一流大學，在金融服務業、運輸物流
及科研人才等領域享負盛名。因此，蘇州企業
可以在香港設點，以香港作為「引進來」及
「走出去」的對外發展窗口和跳板。
其次，蘇港合作還可以延伸到更多領域，

例如青年教育，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正好把兩
地年輕人聯合起來，做到民心相通。
江蘇省內985大學林立，而香港更擁有全球

頂尖學府，兩地可以在教育人才領域加強合
作，更深層次讓兩地青少年互相了解。青少年
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未來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
會上指出，要着力加強對青少年，尤其是香港
的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
青少年健康成長。
蘇港兩地應該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青少

年交流互動，增強香港青少年群體國家意識的
愛國精神，促進香港青少年全方位、多元化地
了解國家發展成就，促進他們與江蘇以及所有
內地青少年群體增進感情，培養愛國情操。
第三，提升核心競爭力。江蘇輕工業蓬

勃，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高增值技
術；而香港是亞洲的知識產權貿易樞紐，可以
協助江蘇企業引入有助提升產品質素和生產效
率的高新科技。
另一方面，江蘇近年致力發展「特色小

鎮」經濟，例如蘇州刺繡、震澤絲綢、丹陽眼
鏡、新橋時尚服飾、昆山陸家童車等，均中外
馳名；而香港商貿平台和發展成熟的服務業，
可協助江蘇特色產業和城鎮加速發展。
第四，加強醫療合作。江蘇省是中國率先

步入老齡化地區之一，加上快速的城鎮化改變
社會生活形態，促使市民的醫療保健開支增
加，特別是中產或以上階層對養生、保健服務
需求日增。為迎合有關服務需求，江蘇省除了
完善基本養老醫療體系外，同時開拓較高端的
服務市場，結合養生、醫療、休閑等服務元
素，以迎合中產階層追求身心健康、平衡生活
的需要。
港商除可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為這

些養生醫療項目的融資安排作出策略性建議
外，亦可引進新一代的物聯網技術，以及私營
機構在多元社區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等經驗，為
內地項目提供度身訂造的管理解決方案。

淺 談 加 強 蘇 港 多 元 合 作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舉國上下皆全力投入抗疫工作之中。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國人皆同心協力，團

結一致，齊心抗疫。中國在這場戰役中，展現了驚人的速度，以及過人的領導和協調能力，只用了八天

時間，極速建成火神山醫院，突破生死時速！除了硬件建設，在網絡所見，不少醫護人員皆從各省各市

奔赴武漢，為拯救生命爭分奪秒，他們被網民稱頌為「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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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批「逆行者」之中，83歲的國家呼吸
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院
士，繼17年前沙士一役後，再度披甲上陣；
一些旅居在外的中國科學家、醫學專家，也
懷着「國有難、召必回、戰必勝」的決心回
國。這些「逆行者」的高尚情操與愛國情
懷，實在令人感動！
遺憾的是，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香港部分

醫護人員罷工了！此舉不但辜負了普羅市民
對醫護專業人員的信任和期望，更辜負了醫護的天職和使命。面對疫
情，市民的安危就交託在醫護人員手裡。治病救人是醫護的天職，也
是最基本的職業操守。然而，偏偏在市民最需要醫護照顧的重要時
刻，他們竟不負責任、罔顧醫德、棄病人於不顧，還狡辯這是「罷工
救港」，真是顛倒是非、自私自利、既可悲又可恥！這種挾病人來玩

政治的行徑，背離人道精神，拋棄仁心良心，令香港蒙羞！令香港人
蒙羞！面對那些盡忠職守、默默替班「頂更」的前線同僚，香港黑醫
護不覺得汗顏嗎？
幸而在這段日子裡，我高興地看到身邊不少善心朋友和成功商
人，出錢出力，想方設法用盡自己的網絡，購置物資支持前線醫護
人員和捐贈長者。疫情在前，一幕又一幕的互助畫面在我腦海裏迴
轉，市民需要醫護的照顧，醫護亦需要市民的支持，這才是久違的
互助互愛、守望相助、人情味滿滿的香港精神，希望大家好好珍
惜、好好傳承。
今次疫情，對於人類來說，實屬不幸。但中華民族的韌性和力量，
在最危急時候，往往遠超我們所能想像。這場疫病，牽動了無數國人
咬緊牙關誓要爭勝的決心：在內地，數不盡的部門和企業緊急效命，
包括一些香港人熟悉的華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石
油、中糧集團、順豐、阿里巴巴物流平台等等；也有不計其數、捨己

為人的無名英雄衝到最前線；也有無數成功商人默默斥資護國。無數
人都在抗疫的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很多國家也向中國提供了物資
援助，充分體現了人類大愛無疆的精神；世衛總幹事譚德賽更讚揚中
國「在抗擊疫情上做得非常好，這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全球
衛生安全」，認為「大家都要向中國致敬」！
身為中華兒女，我與有榮焉。天佑中華，願疫情早日結束。經過今
次，希望人人都知道人類之間存在着休戚與共的關係。習近平主席曾
經指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
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
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在今次
抗疫之中，通過守望相助，我們都看得見、感受到人與人、以至國與
國之間互相扶持、團結友愛的可貴，這正是習主席提倡「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精神。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香港人有愛心有做慈善的美
德。在國家有難之時，香港和香港人都不會缺席。

爭 分 奪 秒 齊 心 抗 疫

自2019年6月起，圍
繞修例風波，香港社會
發生連串示威遊行活
動，且態勢愈演愈烈，
逐漸演變為激進暴力犯
罪行為，嚴重踐踏香港
法治和社會秩序。值得
關注的是，在長達半年
之久的社會動盪中，香

港青年已成為抗爭「主角」，特別是在某些別
有用心的傳媒的抹黑下，部分香港青年已對內
地產生仇視心理，亦對兩地未來的融合發展造
成極大阻礙。為此，解決香港青年問題已成為
燃眉之急。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正在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就如何推進香港
青年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強粵港青年交流，着力打造品牌

活動。近年來，大灣區內地九市組織香港青年
赴內地考察、交流的活動不在少數，但由於周

期較短，且與大灣區青年的實質交流不多，因
此，建議舉辦香港青年交流考察活動時，加強
粵港兩地青年的深度互動，着力打造粵港青年
交流的品牌活動，例如：「粵港青年文化之
旅」、「粵港青年交換生計劃」、「粵港青年借
宿營」，以及開展粵港青少年研學旅遊團等，
為兩地青年深度交流提供平台、創造機會，達
致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的效果。
第二，推出交通補貼計劃，完善人才引進政

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近期通過落實
共16項惠及香港的措施，為港人到大灣區生
活、學習、就業等帶來極大便利。因此，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可以從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入手，吸引香港的律師、會計師、醫生等青
年專才到大灣區發展。另外，還可以放寬購房
與按揭的限制、公寓免租、同等醫療服務、創
業補貼、租金補貼等，令更多香港青年專才有
意向大灣區靠攏。還可以專門為此類專才開放
信息網絡，令其可保持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習慣。

第三，建立香港青年共同信息平台。建議
大灣區各地政府整合現有資源，建立面向香港
青年的共同信息平台，提供一站式資訊和協助
服務，方便香港青年了解、接收大灣區最新的
政策信息。另一方面，建議大灣區各地宣傳部
門與香港青年團體合作，共同舉辦大灣區宣講
會等活動，亦可借助平面廣告及新媒體等渠
道， 加強對大灣區的政策宣導，向香港廣大
青年推介大灣區。
第四，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增強港青

家國民族意識。香港出現如此嚴重的青年問
題，與中史教育的缺失密切相關，建議大灣區
各地專門設立面向香港青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並舉辦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題展覽，增
進到大灣區學習、生活、就業、創業的香港青
少年對國家民族的了解。教育基地及專題展覽
不能只有歷史知識的介紹，還應當加入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國家領先的科創成果展示，加
深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自豪感、民族的認同感。

加強溝通推進港青融入大灣區發展
楊凱山 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常委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主席

董吳玲玲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

建言獻策

陳勇前 廣東省河源市政協常委 香港孔教學院副院長

開 設 口 罩 生 產 基 地 全 力 抗 疫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港府預計本港疫情將有惡化
趨勢，現時抗疫是政府主要工作，香港的清潔用
品，防護裝備等急需品也需求大量，唯市面口罩
仍然供不應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日
前在記者會上透露，正研究在港設廠生產口罩的
可能性。
筆者認為，開設囗罩生產基地，可以說是抗疫的
主力，讓香港每日每人都有口罩，防止疫情擴散，
減少傳染，對市民有實質幫助。據了解，有本地企

業家、議員及商人也有意向設廠。而本人及陳勇威兄弟擬購入中國或其
他國家口罩生產機，在港設全自動化生產線，若政府承包未來一至兩年
的指定產量，並協助聯絡內地政府供應口罩原材料，屆時50個裝的盒裝

港產外科口罩，預計售價只約50元，而長遠有望確保本港的「口罩儲
備」。
近日「一罩難求」，每日都有市民排隊買口罩。有口罩商發國難財，

賣一盒近千元，實在令市民憤怒。而且還有市民聽到網絡謠言，說所有
物資供應商停止運輸，令到很多市民也搶購日用品，包括米、油、麵、
糖等食物，甚至清潔用品、廁紙等等。在2003年沙士時，本人曾靠轉售
口罩獲利，今年農曆新年前預計到本港會有口罩需求，故入貨十多萬個
口罩，派給基層市民，未料農曆年開始後不久派完，無預計過需求如此
大，沒想過全國都需要口罩，加上過年前內地工廠停產，盛產口罩的湖
北變成疫區，短期內都難以補貨送給基層市民或老人家。
留意到香港口罩短缺，預計疫情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故正為本地商人

與港府牽線，希望政商界合作，從國外或國內購入兩部口罩生產機器來

港，在港開設全套自動生產線，港產口罩，初期以外科口罩為主，以應
付目前急切需求，長遠考慮港產N95規格或納米口罩等，讓本港有足夠
的「口罩儲備」。
其實抗疫除了口罩之外，政府也需要多方面宣傳、支持，提振市民信

心，包括衛生署的信息資料，加強市面街道清潔等。現時政府的半封關
行動，也可以遏止病毒傳播。另外，呼籲市民盡量避免前往人多的公衆
地、減少聚會，避免社區傳播。
近日，疫情在社區爆發也有上升的趨勢，希望政府加強防疫，加大擴

建隔離中心，在各方面做到急市民所需，特別是抗疫資源，包括醫療人
員用的防護衣、醫用和市民用的口罩、家居清潔用品，甚至日常所需的
糧油和日用品。各政協委員也應同心同力，齊齊抗疫，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幫助國家，幫助香港市民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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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覆蓋了包
括江門在內的9座珠三角
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關於江門在粵
港澳大灣區中的發展問
題，本人認為找準定位是
發展核心中的關鍵。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不斷推進，江門要想在
「大灣區時代」加快建設發展，首先要找準發
展定位。要重點明確發展哪些產業領域、找準
方向。比如：之前我市已經定位，以智能製造
裝備和先進裝備製造業為主要發展領域。那麽
就要研究在這個領域我們有什麽優勢，不足之
處又是什麽。據我了解，江門是傳統製造業大
市，但不是製造業強市。那麽我們怎樣從傳統
製造業大市轉型升級為先進裝備製造業強市
呢？路徑只有一條，引進和培養這一領域的高
層次人才隊伍，利用人才，創新發展。
我提出以下幾點發展建議：
一，政府應就引進智能製造裝備、先進裝備
製造業人才方面出台力度更大的吸引人才政
策。例如，完善人才服務保障體系，政府投入
專項資金，對認定的高層次人才給予住房保
障、醫療保障、子女入學、配偶就業、創新創
業服務等提供支持和服務；對符合條件的總部
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給予資金獎勵，部分無房
的總部企業人才給予租房補貼；人才安居採取
公租房、安居房等實物配置和購租房貨幣補貼
兩種方式，碩士及以上學歷人才優先給承租人
才住房；對新引進科技創新團隊，按級別分別
每個團隊給予不同額度的經費資助，對新引進
領軍人才、博士和博士後，給予科研、工作經
費補貼、安家或租房補貼；對引進的創新創業
團隊和領軍人才按政府評估給予數額不等的創
業啟動資金，並提供辦公租金免租及住房購房
補助。
二，要有針對性開展和本市的大學理科院

校，乃至全國各地的高校進行相關人才隊伍的
培養及合作，同時加大引進海外高尖端人才。
政府要從整體上形成灣區人才計劃，培養敢於
創業創新的人才。
三，政府要積極組織高新企業積極參展內地與

海外的高端工業展覽會，如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
展覽會等；加強與外國工業強市的友好合作，比
如與德國漢諾威市結成友好合作城市，增加和加
強雙方的友好合作和發展。同時，我市應積極籌
辦國際先進裝備製造博覽會，把我市及我市高新
產品推廣到世界各地，吸引世界各地的先進裝備
製造企業和高端人才落戶我市。
另外，企業要有競爭力，核心是人才。有了
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我市不久將會發展成
為高端智能製造強市，在「大灣區時代」中加
快建設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貢獻江門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