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A9

要聞

■責任編輯：鄭慧欣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2020年
2020
年 10
10月
月 19
19日
日（星期一）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中央政策大禮包成灣區建設重要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表示，深圳是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重要引擎，要繼續鼓勵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僑胞充分發揮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
重要作用，在經濟特區發展中作出新貢獻。
對此，在大灣區投資興業的老中青港商紛紛
表示，總書記的講話鼓舞人心，已感受到了
新一輪的機遇號召和優惠福利，兩地「共榮
共贏」發展，要抓住新一輪機遇。

三代港商受鼓舞
戮力與深圳共榮

成為超級強勁的創新型城市。」從少年時期就往返粵
港兩地，香港時富集團董事長朱穎恆見證着兩地的發
展進程。

「企二代」
：把握新一輪機遇
在改革開放初期，朱穎恆的父親、香港時富集團創
辦人兼主席朱正賢憑借一顆愛國、愛家鄉的赤誠之心
到深圳、東莞、江門等地投資。如今，企業自身的規
模得到發展。而因為前海的發展建設，該集團享受到
了稅務優惠，目前香港總部企業的部分業務已經遷移
到前海。
朱穎恆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深圳 40 周年慶祝
大會上的講話鼓舞人心。其中談到，要繼續鼓勵香港
同胞投資興業時，感受到了新一輪的機遇號召和優惠
福利。
在朱穎恆看來，回溯來時路，兩個城市之間的發展
離不開相互滲透和彼此成就，就像是兄弟搭檔一樣。
未來，在中央對深圳「政策大禮包」的加持下，深港
兩地還是可以各有所長、各有分工，朝着更高層次的
經濟建設發展繼續騰飛。

老港商：尋求更寬闊舞台
朱正賢回憶當初的投資環境，表示「僅深圳來說，
水電用度都不穩定、沒有一條路是好走的泥沙路」。
作為 1979 年第一批北上廣東投資的港商，最初就是在
深圳、東莞投資房地產，建設酒店， 引進了香港管理
模式和硬件建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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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賢說，當年政策、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都存
在許多不確定性，很多人不敢北上投資。但敢來投資
的都是有着愛國愛家鄉的情懷，才會願意在那般艱苦
的條件下投資建設。
朱家父子倆紛紛感慨，作為早期的建設者、中途加
入的參與者、見證者，深港兩地的發展中也有自己家
族企業的小成績。正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兩地「共榮共贏」發展的最佳註解。放眼未來，朱
家父子倆對於大灣區內新的政策優惠以及蘊藏的發展
新機遇，父子倆都希望家族企業還能抓住新一輪機
遇，既貢獻企業發展成果，也尋求自身更寬闊的發展
舞台。

創業港青：科創吸港青北上
廣東日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 鄭汶珠自暨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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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在廣州創業，並在中山、佛山、河源開設分
部，即將向深圳邁進。其公司的核心業務聚焦「教育+
旅遊」，即為中小學生開發高校研學產品，讓他們
盡早樹立自己的學習目標。目前成熟的研學產品路
線不僅有粵港澳三地高校 6 天的研學項目，也還有
從粵港澳大灣區出發北上武漢、北京的研學路線。
鄭汶珠透露，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研學路線，學生
們可以在珠海或深圳或廣州，以及香港、澳門三地感
受不同教育體系，非常受三地學生和家長歡迎。此
外，其公司還協助港澳青年大灣區創業。
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講話時提到要吸引更多港
澳青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年廣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鄭汶珠對此感觸頗
深。她認為，深港兩地共同拉動科技創新這架馬車，
將便利許多有志大灣區創業的港青。

■林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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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商看好內地科技項目

「40年前的香港可以說是全球最發達的城市。而
過去的 40 年間，改革開放的東風讓深圳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
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廣東
省政協委員、中國未來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林至穎表示，他正在一字
一字地認真研讀。這個時間點看到深
圳迎來政策大禮包，讓困在香港家中
的他有一種「摩拳擦掌」的衝動，慶
幸還有廣州、深圳的團隊去考察大灣
區的科技創新企業。
經過疫情之後，林至穎表示其企業的
布局將鎖定兩方面：一是和科技創業有
關的投資，比如在深圳推動成立一個大
型港澳青年創業的孵化器。二是對前期
決定引進的海外科技項目作出調整，轉
而物色內地省市的一些科技項目，通過
香港及海外的基金來投資。
雖然疫情讓出行受阻，但不阻礙電商
和跨境電商發展。林至穎和團隊也在積極布局通過
跨境電商銷售香港及國際品牌，如今在內地各大電
商平台都設立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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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林至穎對於深圳享有的中央政策大禮包
也頗感興趣。他發現方案提及深圳試點創新企業
境內發行存託憑證。在他看來，這意味很多海外
企業通過這個憑證可以在內地 A 股上市，以人民
幣作為交易結算貨幣，讓內地投資者交易更便
利，也讓香港的一些科技企業，可通過這個政策
到內地去募資。林至穎表示，這從投資的角度來
說機會不少。
此外，他也注意到深圳現在推行數字人民幣，
雖還在試用階段。而香港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
中心，能和深圳一起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的話，
就可以幫助香港成為更好的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中
心。
「長期來說，這對我們做融資的有更大的便利
性。」林至穎期待，未來，香港和深圳進一步加強融
合，港青、港企也能齊齊享受中央給予深圳的「政策
大禮包」。

人民日報評論員：

新華時評：

努力續寫更多
「春天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19 日發表題
為《努力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論學
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的評論員文章指
出，四十載波瀾壯闊，新征程催人奮進。習
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
大會上深刻指出，經濟特區的滄桑巨變是一
代又一代特區建設者拚搏奮鬥幹出來的，在
新起點上，經濟特區廣大幹部群眾要堅定不
移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永葆「闖」的
精神、「創」的勁頭、「幹」的作風，努力
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創造讓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文章分析說，「凡是過往，皆為序章。」
深圳等經濟特區在 40 年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
了偉大奇跡，奮進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擺
在廣大幹部群眾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
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必須準確
把握大勢，胸懷兩個大局，增強機遇意識和
風險意識，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
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勇立潮頭，
奮勇搏擊。經濟特區要致力於為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特別是深圳要肩負
起新時代黨中央賦予的歷史使命，以一往無
前的奮鬥姿態、風雨無阻的精神狀態，將改
革開放進行到底，不辱使命、不負重託。

永葆
「闖」
的精神 越艱險越向前
文章指出，永葆「闖」的精神，就要保

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剛健勇毅。40 年來，
深圳正是憑着那麼一股子氣與勁，以思想
破冰引領改革突圍，不僅實現了由一座落
後的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
大都市的歷史性跨越，更推動改革開放的
大潮席捲神州大地。今天，改革又到了一
個新的歷史關頭，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
問題，推進改革的複雜程度、敏感程度、
艱巨程度不亞於 40 年前。深圳等經濟特區
要勇於扛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弘揚以愛國
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
心的時代精神，繼續發揚敢闖敢試、敢為
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激勵幹部群
眾勇當新時代的「拓荒牛」，繼續為全國
改革開放探路開路。

永葆
「創」
的勁頭 讓創新成常態
文章續稱，永葆「創」的勁頭，就要把開
拓創新大膽創造作為一種常態。習近平總書
記強調：「改革，最本質的要求就是創
新。」40 年來，深圳等經濟特區一系列思想
上、實踐上的探索與創新，極大解放了社會
生產力，引領全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新
時代的偉大征程上，只有敢於走別人沒有走
過的路，才能收穫別樣的風景。新形勢下，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有許多重
大課題需要探索實踐，有許多新的領域需要
開拓創新。當前，改革在很多領域突入了
「無人區」，要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不
斷汲取創新創造活力，在實踐中求真知，在

探索中找規律，不斷形成新經驗、深化新認
識、貢獻新方案。

永葆
「幹」
的作風 有釘釘子精神
文章進一步指出，永葆「幹」的作風，就
要崇尚實幹，有釘釘子精神。經濟特區要堅
定捨我其誰的信念、勇當尖兵的決心，保持
爬坡過坎的壓力感、奮勇向前的使命感、幹
事創業的責任感，積極培育崇尚實幹的環
境，務實求變、務實求新、務實求進，為實
幹者撐腰，為幹事者鼓勁，以昂揚的精神狀
態推動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要建立健
全激勵機制，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
者下、劣者汰的正確導向，為改革者負責、
為擔當者擔當，激發黨員、幹部幹事創業的
熱情和勁頭。廣大黨員、幹部要堅定理想信
念、更新知識觀念、掌握過硬本領，自覺站
在黨和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抓鐵有
痕、踏石留印，穩紮穩打向前走，過了一山
再登一峰，跨過一溝再越一壑，不斷通過化
解難題開創工作新局面。
文章最後強調，我們正處在大有可為的新
時代，深圳等經濟特區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上。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周圍，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創
新、真抓實幹、奮發進取，經濟特區就一定
能在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道路、奮發有為推
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鍥而不捨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上創造新的
更大輝煌。

落實改革
「任務書」
書寫特區新傳奇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 18 日
發表題為《落實改革「任務
書」，書寫特區新傳奇》的時
評文章指出，18 日，深圳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
單發布。這既是政策「大禮
包」，也是改革「任務書」，
更是經濟特區必須擔起的歷史
重任。

要賦權到位敢闖敢試
文章續指，在深圳經濟特區
設立 40 周年之際，支持深圳實
施綜合改革試點，是黨中央作
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意在為解
決高質量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
題探索經驗。面對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要以深化改革為動力
推進高質量發展，任務十分繁
重。按照「任務書」，深圳要
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
得標誌性成果，基本完成試點
任務，為全國制度建設作出重
要示範。時不我待，唯有全力
以赴真抓實幹，才能不負重
託。

文章進一步指出，改革越是
進入深水區，越能體現改革的
成色，也越能檢驗改革者的勇
氣和情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
的重要窗口，在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
試點中，深圳先行先試責無旁
貸。扎實推進改革，不折不扣
地完成各項改革任務，既是黨
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重託，也是
時代賦予深圳人的榮光。扎實
推動綜合改革試點落地見效，
就要賦權到位。有關各方要按
照方案要求和事項清單加大行
政審批、科技創新、規劃管
理、綜合監管、涉外機構和組
織管理等方面放權力度，為綜
合改革試點創造良好環境。
文 章 最 後 說 ， 扎實 推 動 綜
合改革試點落地見效，就要
敢闖敢試。特區廣大幹部群
眾要大力弘揚敢闖敢試、敢
為人先的精神，拿出抓鐵有
痕、踏石留印的作風，一步
一個腳印向前走，積小勝為
大勝、積跬步至千里，書寫
經濟特區新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