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港青對就業悲觀 商會倡抓灣區機遇

工聯：准已接種港人北上免隔離
建議設「灣區生活一站通」 便港人在內地辦社保醫保等

全國「兩會」將於下周在北京召開，為加速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工聯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昨日舉行記者

會，介紹將在「兩會」提出的多項建議，涵蓋疫情防控、中華歷

史文化傳承和教育、民生便利、醫療及安老等範疇，包括容許已

接種疫苗的港人回內地豁免隔離14天，和設立便利港人辦理內地

事務的「灣區生活一站通」等，希望能反映港人關心的議題，並

讓香港繼續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和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表示，將在

全國「兩會」提出建議，希望中央政府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為「共同家園」，凝聚家
國情懷。

倡辦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
吳秋北解釋，「十四五」規劃提出「國內國
際雙循環」發展格局，在中華歷史文化方面
也要做好循環交流，讓經濟建設與文化軟
實力相輔相成，因此工聯會建議中央政府
促進中華歷史文化和人民交流，強化區內
國家安全，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籌辦

「9+2」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推動嶺
南文化與「一國兩制」多元文化交融共
存；在香港開展國民和國家安全教育等。
吳秋北並建議，中央政府推動在大灣區

各城市設立「灣區生活一站通」服務站，
由內地政府及特區政府在站點設辦公室，
讓民眾可一站式查詢及辦理手續，例如處
理港人在內地辦居住證、駕駛執照、參與
國家社保醫保等事項，讓在內地港人無須
在多個部門輾轉等待。

促病歷於灣區醫院互聯互通
隨着愈來愈多港人回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港人在內地的醫療需求日增。全國政
協委員、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建議，盡快擴
大長者醫療券在大灣區三甲醫院使用，並
可用於直接購買內地城鎮居民醫保；病歷
在獲病人確認後，可於大灣區醫院互聯互
通；容許香港部分註冊藥物在大灣區的三
甲醫院中註冊使用，並以港大深圳醫院為
「港藥北上」模式的試點。

在安老方面，黃國建議內地相關部門容
許金融服務機構，接納港人在內地的自住
物業為抵押品，以參與內地安老按揭，讓
計劃在內地養老的長者每月能領取一定金
額應付開支，安享晚年。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的隔離安排持續

多月，嚴重影響兩地人民的正常往來。全
國政協常委、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建

議，中央政府可容許已接種疫苗，並經醫
學證明體內已產生抗體的港人，在前往內
地及澳門時豁免14日隔離安排，為加快恢
復兩地防疫常態化下的生產活動創造有利
條件。
工聯會又建議，確立粵港澳三地政府文

書互認制度，包括出生、死亡、婚姻證明
等。

工聯會兩會提案/建議
提案/建議
●建議中央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為「共
同家園」，凝聚家國情懷

●建議設立「灣區生活一站通」，便利港
人辦理內地事務

社情民意
●放寬港人參與安老按揭貸款
●解決兩地政府出生、死亡、婚姻證明、
無結婚記錄證明書（俗稱「寡佬證」）
的文書互認問題

●完善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醫療保障
●容許已接種疫苗港人回內地豁免隔離
14天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疫情令市民
就業難，有組織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年輕
人對就業前景持悲觀態度，近半數人認為，
要超過3個月才能找到工作，23%受訪者有
意向至香港以外地點就業，當中逾三分之一
選擇到內地發展。組織促請政府為年輕人提
供更多資源支持，幫助年輕人提升就業競爭
力，並建議年輕人開闊眼界，把握大灣區機
遇，謀求更多發展機會。
沙田青年商會於去年12月至今年2月，訪

問333位主要來自各大專院校的18歲至27歲
年輕人，了解其對就業前景的展望及困擾。
調查發現，69%受訪者對就業前景缺乏信
心，47%受訪者認為，畢業生起碼要3個月才
能找到工作。
同時，有49%及37%受訪者對自己「就業

發展方向」及「工作興趣和能力」缺乏了
解，46%及35%受訪者則對企業「崗位專業
知識」及「招聘流程和要求」缺乏了解。
此外，分別有6%及2%受訪者表示，有意

向前往大灣區及「大灣區以外內地城市」就
業。而「重新適應外地生活」（51%）、
「與本地親友聯繫疏遠」（48%）、「語言
及文化隔閡」（48%）是困擾年輕人向外發
展的最主要因素。
沙田青年商會會長劉慕珊建議，特區政府

可透過協助職業配對、設立網上求職平台等
支持，讓年輕人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就業機

會。
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學生事務總

監及首席講師蘇志豪則鼓勵本港年輕人擴大
就業地域範圍，把握大灣區發展機會，建議
港青深入了解更多資訊，「無論讀哪個學科
在大灣區都有很大發展空間，年輕人作出選
擇時，不能單純考慮區域，更要選擇機
遇。」

●工聯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將於下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兩會」，他
們昨日在記者會介紹將會提出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青年商會昨日發布「香港青年就業前景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於疫情
下，近七成受訪年輕人對就業前景持悲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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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今日開打，是本港成功控
疫的關鍵一步。有最新研究指出，疫苗有效保
護期僅為6個月至一年，意味着要求七成市民
最快在半年內接種，達至群體免疫，然後盡快
安排第二輪全民接種，才能達至長效控疫。政
府要想方設法保障疫苗供應穩定，並在場地、
預約、物流、行政等各個環節充分配合，加強
宣傳提升市民接種的積極性，讓疫苗的防疫效
應持續發揮。

首批100萬劑國產科興疫苗已抵港，雖然首
批預約成功的約7萬名市民今日起開始接種，
但由於首14日的預約名額已滿，政府的接種預
約網站近日其實已不能接受新的預約，全港
750 萬人何時才能完成全民接種達至群體免
疫，現時仍未有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據政
府透露，每間疫苗接種中心每天可處理約2,500
個接種名額，但其實頭14日每間接種中心每日
只是處理約1,500人，政府解釋是預留名額等首
輪市民接種第二針的時候，仍然有空間安排其
他市民打第一針。即使如此，市民對於政府疫
苗接種計劃的進度，仍有疑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估計，疫
苗的有效保護期可能接近流感疫苗，只有6個
月至1年。這意味着如果疫苗接種計劃拖得太
久，隨時會出現「龍尾」的市民接種的時候，
「龍頭」的市民已經失去疫苗保護力。中大香
港亞太研究所最新發表報告亦指出，市民必須
在短時間內大批接種，如果阿斯利康或BioN-
Tech的疫苗供貨期較科興遲太多，建議市民盡
快接種科興疫苗，才能達至首階段的群體免
疫。只有達至首階段的群體免疫，才能展開第
二輪全民接種計劃，延續疫苗的抗疫效應。

按照全港29間疫苗接種中心、每間每天可處

理約2,500個接種計算，每天合共可為7.25萬名
市民接種。如果滿負荷運作，大約只需要3個
月就可以為全港630萬名18歲或以上人士完成
首次接種，半年內則可完成兩劑接種。

而要達至滿負荷接種，首要條件是疫苗供應
穩定。現時除了已經抵港的100萬劑科興疫苗
和即將抵港的100萬劑復必泰疫苗外，其餘批
次疫苗的抵港時間仍未清晰。200 萬劑疫苗最
多可讓100萬人接種，而現時世界各國各地搶
購疫苗，要實現全港七成市民半年內完成首輪
接種，足夠疫苗供應不容有失，特區政府必須
安排專人密切跟進疫苗供港進度，努力開拓疫
苗供應源，避免出現斷供，令首輪接種失去保
護效力。

其次是完善整個接種環節的各項安排。疫苗
接種計劃全面鋪開後，會在全港29間接種中心
和1,500間診所展開接種，整個計劃的預約、物
流和行政支援都必須充分配合，才能達致高效
運作，確保疫苗接種的進度。

再次是積極宣傳，充分提升市民接種的慾望和
積極性。雖然頭14日的接種名額瞬間爆滿，但畢
竟只是最積極的7萬名市民搶到，並未反映整體
市民接種意慾。本港早前不同團體所作的民調，
反映市民接種的積極性參差不齊，城大的調查就
指市民對接種疫苗的接受程度不足四成，年輕人
的接受程度更不足三成。因此，政府必須持續加
大力度推廣疫苗接種，既要請專家講解接種疫苗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要請已接種的市民現身說
法，消除未接種市民的疑慮。

戰勝疫情是本港眼前頭等大事，亦是全港市
民共同願望，政府必須充分調動各項資源，務
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疫苗接種工作，達至群
體免疫，讓香港重新出發。

疫苗保護期最多一年 首輪接種應爭半年完成
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昨天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
平鄭重宣示，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
面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
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
跡！中國脫貧奇跡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
堅強領導、執政為民的情懷擔當、堅定
不移的決心和執行力、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制度優勢，和精準扶貧等一系列獨創
性重大理念和舉措。脫貧攻堅精神彰顯
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讓香
港市民有更充分理由信賴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的偉大祖國，相信香港在「一國兩
制」偉大實踐中，同樣能乘風破浪、行
穩致遠。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組織實施了人類
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惠及人口最
多的脫貧攻堅戰，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
部脫貧，平均每年脫貧1000多萬，相當於
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中國能夠取得舉世
矚目的脫貧奇跡，最重要的原因是立足國
情，把握減貧規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規政
策舉措，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
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走出了一條中
國特色減貧道路。

中國一方面採取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
業的扶貧模式，實現「授人以魚」到
「授人以漁」成功轉變，運用市場機制
科學扶貧；另一方面，扶貧開發是一項
周期長、投資大、涉及面廣的系統工
程，僅靠市場遠遠不夠，必須依靠政府
強力推動，中國實行了東西協作、對口
幫扶體系，東部9個省、14個市結對幫

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全國支援西藏和
新疆，東部 343 個經濟較發達縣市區與
中西部 573 個貧困縣開展攜手奔小康行
動。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
性，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打贏脫貧攻
堅戰的最大制度優勢。

中國完成脫貧的偉大事業，需要協調
的內容之多、困難之大，可想而知。習
近平主席曾發出號令：「無論這塊硬骨
頭有多硬都必須啃下，無論這場攻堅戰
有多難打都必須打贏。」中國正是以
「一個都不能少」的錚錚誓言，以「不
破樓蘭終不還」的鐵血壯志，以愚公移
山、勇於擔當、敢於攻堅、上下一心、
久久為功的精神，打贏脫貧攻堅戰，實
現歷史性跨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也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
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香港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也是史
無前例的偉大創舉，不可避免面臨許多
挑戰和考驗。「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堅定不
移貫徹執行「一國兩制」，無論是抵禦
外部勢力干預、應對環球金融風險、還
是抗擊疫情，「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
後盾」；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
還是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中
央都是為了讓「一國兩制」實踐沿正
確的方向行得更穩、走得更遠。中央成
功抗疫、強勢恢復經濟，創造脫貧奇
跡，展示強大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意
志和執行力，港人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國家，明天一定會更好。

脫貧奇跡彰顯中國力量 國家值得港人充分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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