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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俱樂部
紅樹林基金會募千萬善款保護濕地

澳珠研推人才一地評定兩地互認

武漢3件進口凍品外包裝檢出新冠

為開展有利於人才要素跨境流動的政策
探索，《協議》提出，要推動珠澳兩

地進一步協同開展人才制度和政策創新，
健全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區域人才政策體
系；發揮珠海平台作用，為澳門培育引進
產業發展急需的內地人才及項目；允許澳
門相關專業人士經備案後在橫琴執業，逐
步推進人才職業資格互認；探索建立人才
評定標準銜接制度，逐步實現「一地評
定，兩地互認」，推動人才同步享受澳珠
兩地扶持政策。

鼓勵兩地高校共展科研活動
同時，《協議》鼓勵兩地高校、科研機構

和企業共同開展科技研發活動，共享科研設
施和儀器，聯合開展重大技術攻關，聯合申
報國家重點項目，聯合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澳擬設澳珠人才工作聯絡處
珠海還將強化人才生活服務保障，繼續
深化兩地在橫琴合作建設「澳門新街坊」
綜合民生項目，探索兩地跨境公共服務和
社會保障的有效銜接。

《協議》還提出建立長效機制保障人才協
同發展。珠澳兩地將進一步健全完善澳珠人
才協同發展的工作推進機制、定期會商機
制，拓展溝通聯繫渠道等；支持鼓勵兩地人
才組織、科技組織、工商企業界等開展民間
溝通交流，推動兩地人才常態化交流合作；
在澳門設立澳珠人才工作聯絡處，服務兩地
人才交流，統籌人才項目對接。

青創企：同步扶持政策將成動力
澳門青創企業跨境說網絡科技公司是入

駐珠海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的企業之
一。該企業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澳珠簽
署人才協同發展合作協議，對於澳青創業
就業是一大利好；譬如「一地評定，兩地
互認」將促進兩地人才深度融合，而人才
可同步享受澳珠扶持政策，將成為青年舒
展拳腳的大動力。
數據顯示，澳門青年創業谷至今已累計

孵化項目433個，其中港澳項目244個。

澳大開設「珠澳人才培訓班」
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在大會上也透露，目

前澳門大學與多個企業開展合作，比如設立
澳門大學—華發集團聯合實驗室，並在橫琴
建設其在大灣區首個產學研基地「珠海澳大
科技研究院」；並開展針對珠澳公務員的
「深化珠澳合作專題研討班」、「深化珠澳
合作專題高層次人才研討班」的脫產培訓項
目。
國家人社部留學人員和專家服務中心主

任夏文峰致辭表示，珠澳人才合作的領域
和範圍不斷拓展，為人才管理改革、粵港
澳人才合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也有專家稱，澳珠人才合作「先行先
試」，將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跨境創新合
作提供借鑒。

打造「一國兩制」人才創新試驗區
澳門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長曾

冠雄在開幕式致辭表示，人才是第一資
源，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就需要成功
匯聚不同領域的人才；希望珠澳合力打造
一個具有「一國兩制」特色的人才高效流
動的創新試驗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由同
心俱樂部、紅樹林基金會（MCF）聯合主辦的
「2020同心&紅樹之夜—見圳40，同心共築生態
夢」公益晚宴日前在深圳京基瑞吉酒店舉行。晚
宴現場設置了藝術品拍賣、公益拍品認捐，還創
新增設了「特別環節、眾籌助力」的板塊，由與
會深港嘉賓現場眾籌愛心捐款用於濱海濕地保
護。活動最終籌得善款904萬元人民幣（約合港
幣1,065萬元），將全部用於濕地保護和環境教育
工作。
據悉，同心俱樂部是2012 年全國「兩會」期
間，由在深圳投資的3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
人大代表共同倡議發起成立的區域性社團法人組
織，致力於踐行「同心」思想，充分發揮非公有制
企業代表人士模範帶頭作用。同年7月，紅樹林基
金會（MCF）落地深圳，以創新「社會化參與」
的創新保護模式，聚焦濕地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目
前已成為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專業環保機構。

陳紅天：環保是國際最大公約數
據紅樹林基金會（MCF）執行理事長陳勁松介
紹，本次公益晚宴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舉全社會
之力，共同守護濱海濕地。他說：「深圳灣是深
圳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深圳的城市生態名片。在
『一帶一路』的利好政策下，特別是近年來國家

政策將濕地保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都為紅樹
林濕地提供了更廣闊的保護前景。」
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認為，環保是世界關注

的問題，也是國際最大公約數，「但慈善不應成
為負擔，不論是單位還是個人，捐贈應該量力而
行」。
紅樹林基金會會長王石亦表示，深圳的紅樹林

基地正在向成為國際保護聯盟的國際組織不斷發
展中。
同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信義集團主席李賢義，

同心俱樂部常務副主席、京基集團董事長陳華在特
別環節演唱，眾籌助力。億方集團董事長夏道寧，
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心大使、中央民族樂團青年歌唱
家陳笑瑋博士，深圳歌劇舞劇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
馬騰等為晚宴傾情演出。
在當天的公益慈善晚宴上，同心成員（排名不

分先後）陳紅天、李賢義、陳華、陳華偉、李小
勇、舒心、許明金、周春玲、王明凡、王嵐、楊
松、張斌、季聖智、姚永寧、趙志明、夏道寧、
黃舜，紅樹林基金會家人（按姓氏筆畫）王石、
萬捷、孫莉莉、劉朝霞、劉薈薈、陳勁松、杜
欣、李春明、費國強、御風集團董事長、萬通集
團創始人馮侖、深圳設計與藝術聯盟主席任克
雷、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第七任會長艾路明，以
及楊記磙、陳行甲等嘉賓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
報道）28日上午，東莞理工學院國
際合作創新區（下稱「創新區」）
奠基儀式在松山湖科學城舉行。創
新區位於東莞理工學院松山湖校區
與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之間，佔地
370畝（含高等教育用地和城市功
能配套用地），規劃布局科教融合
示範區、新工科教育引領區、高端
人才培育區、城市功能配套區等4
個功能區，由學校與松山湖管委會
分工合作、共同開發、分期建設。
首期擬建約23萬平方米，投資估算
約17億元人民幣。
東莞理工學院黨委書記成洪波表

示，學校將以深化與國際知名高校
合作、加快發展研究生教育為牽
引，聚焦新材料、信息、生命、智
能製造等領域，重點培養高水平應

用型創新人才，開展高能級應用創
新研究，促進科技成果高效率轉化
應用，更好實現教育鏈、人才鏈與
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把國際
合作創新區建設成為學校全面參與
和服務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建設的重大平台，成為支撐引領東
莞製造業創新發展的重要基地。

聚焦智造等領域 強化科創支撐
此外，創新區還將圍繞東莞科技

創新、產業升級等新業態、新經濟
發展需求，聚焦綠色低碳、智能製
造等學科群，支撐服務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術、健康醫療和生物技
術等新興產業，促進多學科交叉融
合，構建新工科教育綜合實踐平
台，推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
態、新模式加快發展，打造為粵港

澳大灣區工程教育改革示範區。
在科創方面，新區將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圍繞松山湖科學城原始創新策源地
與新興產業發源地建設，對接重大
科學裝置、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產
業需求，強化科技創新支撐，完善
創新驅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協調推動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組
織創新等，建設智能製造研發中
心、國際科技創新及技術應用轉化
中心、分析測試中心、粵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中心等平台，打造一批國
家級和省部級重點科研平台，挖
掘、吸引、整合全國乃至全球性的
科技資源，構建一流的產業資源與
創新資源融合的科技成果轉化全鏈
體系。

東莞育應用型科創人才
17億建國際合作創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在珠澳國際人才交流大會開幕期
間，23個創新創業團隊項目獲頒證書和
資助資金，單個團隊項目最高支持金額
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資助總額
逾3億元，助力大灣區人才與產業創新
發展。
作為珠海目前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

人才創新創業交流活動，「珠澳國際人
才交流大會」為珠澳兩地人才、項目、
產業、資本搭建精準對接平台。
在開幕式上，23個創新創業團隊項

目獲頒證書和資助資金，包括「5G通
信印製電路系列新產品關鍵技術及產
業化」等22個創新創業團隊項目和1
個高層次人才創業項目，主要聚焦電
子信息、智能製造、機械裝備等行業
領域；團隊帶頭人及成員超110人，其
中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的團
隊。

「珠澳人才創新培養學院」落地珠海
同時，大會還舉行重大人才科技項目簽

約儀式，包括珠澳人才創新培養學院、廣
東省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腫瘤免疫激
活製劑、極海半導體芯片、芯耀輝科技有
限公司投資項目、污染空氣治理機等項
目，團隊帶頭人不僅有海內外高層次人
才、國家特聘專家，更有中國科學院院士
項目加盟。據悉，6大簽約項目涉及新一
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產業
領域，投資總額超過43億元。
「廣東省博士博士後創新（橫琴）示範

中心」也在大會上揭牌。據悉，該中心是
廣東省首個聚焦博士博士後創新示範的平
台載體，將接收企業和公共部門委託科研
項目，為珠澳重點產業的科研集成與攻
關，科技知識的實用轉化提供服務；培養
珠澳產業需求的科研應用型人才，為博士
博士後成果孵化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武漢市衞健委官網昨日發布消息
稱，武漢市疾控部門27日對東湖高
新區冷庫、江岸區肉聯冷庫進行常
規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時，發現東湖
高新區冷庫巴西進口冷凍去骨牛肉2
份外包裝樣本、江岸區肉聯冷庫越
南進口冷凍巴沙魚片1份外包裝樣
本檢測結果呈陽性。
武漢市相關部門迅速採取貨物封

存、人員排查隔離、場地消殺等應
急處置措施，對冷庫外環境和工作
人員進行採樣和核酸檢測，並同步
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經查，東湖高新區冷庫進口冷凍

去骨牛肉（冷凍牛腩）的境外出口
商 為 MARFRIG GLOBAL
FOODS SA，廠家註冊代碼為
SIF2543， 生 產 批 次 號 為
20200601。該批次貨物共計 4,266
件，92.9噸，分兩批於8月26日、8
月29日由巴西運達上海洋山港中
轉，於9月12日、9月14日、9月18
日分批抵達武漢，儲存於東湖高新
區冷庫，全部貨物均未出庫。
江岸區肉聯冷庫進口冷凍巴沙魚

片的境外出口商為DAI THANH
SEAFOODS，廠家註冊代碼為
DL471，生產批次號為 VN/471/
IV/414。該批次貨物共計 2,400

件，19.2噸，9月7日由越南運抵武
漢陽邏水運港，暫存於武漢陽邏二
期冷庫，10月20日運至肉聯冷庫。
該批次貨物未流入市場。

凍鏈逾千職工核檢全陰
截至昨日6時，涉事冷庫已全面
封控，涉事批次冷凍產品全部封
存，環境全面消殺。東湖高新區冷
庫300個外環境樣本、4,550個外包
裝樣本、295名職工核酸檢測結果
均為陰性；江岸區肉聯冷庫225個
外環境樣本、3,777個外包裝樣本、
886 名職工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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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兩地簽署《關於推進澳珠人才協同發展的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2020同心&紅樹之夜公益晚宴深港企業家募得逾900萬元人民幣善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珠澳23創新項目共獲3億元資助

探索評定標準銜接制度 利人才要素跨境流動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珠澳國際人才交流大會昨日在珠

海開幕，澳門特區政府人才發展委員會、珠海市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共同簽署

《關於推進澳珠人才協同發展的合作協議》（下稱《協議》），將探索建立

人才評定標準銜接制度，逐步實現「一地評定，兩地互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