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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赴廣西考察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等地
等情況。當天下午，習近平在漓江陽朔段實地了解漓
江流域綜合治理、生態保護等情況。

囑做好烈士遺骸收殮保護
習近平總書記赴廣西考察首站，是位於桂林市全
州縣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這裏正是當年湘

●習近平來到位於廣西桂林
全州縣才灣鎮的紅軍長征湘
江戰役紀念園，
江戰役紀念園
，向湘江戰役
紅軍烈士敬獻花籃。
紅軍烈士敬獻花籃
。 新華社

江戰役中腳山鋪阻擊戰的戰場遺址所在地。
1934 年 11 月下旬，開始長征的中央紅軍連續突
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抵達廣西境內全州、興安一
線的湘江邊，計劃渡江進入湘西。此時，蔣介石已
調集 40 萬大軍，布下了號稱「鐵三角」的第四道
封鎖線。12 月 1 日凌晨，中央紅軍在湘江南北兩翼

部署的阻擊線都被壓到了絕境，數萬紅軍將士奮不
顧身，硬是撕開了敵人的防線，掩護中央縱隊渡過
湘江。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湘江戰役，始終牽掛在湘
江戰役中犧牲的革命先烈，明確要求做好烈士遺骸
收殮保護工作、規劃建設好紀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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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2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位於廣西桂林全州
縣才灣鎮的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向湘江戰役紅
軍烈士敬獻花籃，參觀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緬
懷革命先烈、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隨後，習近平
來到才灣鎮毛竹山村，考察推進鄉村振興、基層治理

●習近平在全州縣才灣鎮毛竹山村考
察時，
察時
，同村民親切交流
同村民親切交流。
。
新華社

在廣州汕頭潮州調研 與港澳青年交流座談

韓正冀港青更好融國家大局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廣
東廣州、汕頭、潮州調研。韓正強調，要堅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不
移深化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

要加強保護歷史遺蹟和水環境治理
韓正走進廣州永慶坊微改造項目，考察城市更新情況；到廣
州塔俯瞰廣州全貌，聽取城市規劃建設等情況匯報；到廣州閱
江路會展西碧道示範段、海珠國家濕地公園，調研城市公共設
施建設、水環境治理情況；前往汕頭僑批文物館、陳慈黌故居
和潮州廣濟橋、饒宗頤學術館等，了解潮汕文化保護傳承及古
建築修繕保護情況。他指出，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不能大拆
大建，要加強對傳統文化和歷史遺蹟保護，使大家記住歷史、
留住鄉愁。要加強水環境治理，還綠於民、還景於民，讓人民
群眾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態環境。
韓正來到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走進廣州
市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與港澳青年交流座談。韓正說，港澳是
你們的家，廣東是你們的家，大灣區是你們的家，祖國是你們的
家。希望大家在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奮鬥目標和人生價值的同時，
結合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積極宣傳大灣區和祖國內地的真實情
況，幫助更多港澳青年了解大灣區，支持和促進香港、澳門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關方面要進一步完善政策，幫助解決這些
港澳青年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實際困難。

勉科研人員積極探索科技體制創新
韓正來到廣州國際生物島廣州實驗室，詳細了解實驗室籌建
及開展呼吸疾病領域科研攻關情況。韓正充分肯定實驗室取得
的成果，鼓勵他們積極探索科技體制創新，為保護人民健康作
出更大貢獻。

增公租房供給解決大城市住房問題
韓正前往廣州市蘿崗和苑保障性住房小區，聽取保障性住房
項目總體規劃和拆遷安置房情況介紹，走進公租房承租人家
中，詳細了解住戶申請條件、住房面積以及租金、租期等。韓
正強調，要增加公共租賃住房供給，鼓勵地方探索更好的經
驗，下大力氣解決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要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
韓正來到中共中央至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汕頭交通中站舊
址，了解紅色歷史和革命文化保護情況。韓正說，要大力發揚
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把黨史學習教育同解決實際問題結
合起來，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參加上述活動。

●4 月 24 日，韓正來到中共中
央至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汕頭
交通中站舊址，
交通中站舊址
，了解紅色歷史
和革命文化保護情況。
和革命文化保護情況
。 新華社



細緻入微詢問生活 感動港青

23 日，在粵考
察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走進廣州市天河區港澳
青年之家，與港澳青年交流座談。
在場港青其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當天韓副總理對港澳
青年們的創業和生活情況都給予細
緻入微的詢問，看到一眾港澳青年
在穗發展得好、融入當地，他表示
十分欣慰。韓副總理還希望港澳青
年在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奮鬥目標和
人生價值的同時，結合自身經歷和
所見所聞，積極宣傳大灣區和內地
其它地方的真實情況，幫助更多港
澳青年了解大灣區，支持和促進香
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23日下午，韓正來到位於廣州市
中心天娛廣場 9 樓的天河區港澳青
年之家總部，與在場20多位港澳青
年面對面交流，了解他們創業、生
活等情況。港青陳賢翰是當天在現
場與韓正副總理交流的香港青年之

一。直到現在，他仍難掩激動的心
情。他說，韓正副總理對港澳青年
的關注和關心，讓他十分感動。
「據我現場觀察，韓正副總理與在
場的20多名港澳創業青年每個都有
過互動交流。他問得非常細，比如
創業項目、居住情況等等。」
在場的港澳青年也積極與韓正副
總理互動。他們向韓副總理介紹
說，在創業方面，當地政府和青年
之家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可以一條
龍解決創業中的註冊、法律、稅務
等各種手續問題，並幫助他們對接
創業資源；居住方面，當地提供了
青年公寓，港澳青年可以比較適宜
的價格入住；在子女教育方面，當
地也專門設置了港澳子弟班，解決
了後顧之憂。
韓正副總理還很關注他們融入當
地的情況，關心大家的心理感受。陳
賢翰說，韓正副總理看到大家融入得
很好，表示很欣慰。「他還特別叮囑
我們，要把創業故事講給其他港澳青

粵
「十四五」
聚焦灣區科創
研
「廣東路徑」
促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GDP年均增長5%。」4月25日，《廣東
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規劃綱
要」）正式發布，不僅對未來五年的GDP增
長預期給出了正向回應，還把推動大灣區科
技創新放在了首位，提出建設中科院明珠科
學園、西麗湖國際科教城，並聯合港澳建設

一批高端研究機構和創新平台。「補短板」
成為未來五年科技發展一大方向，晶片、集
成電路、新材料等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將重點
推進，探索新型舉國體制「廣東路徑」。
當天的發布會上，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
黃恕明對規劃綱要的內容進行梳理。在構
建高水平多層次實驗室體系方面，規劃綱
要提出打造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以省實

驗室為中堅力量，以各級重點實驗室、粵
港澳聯合實驗室、企業實驗室及各類專業
實驗室為支撐的研究平台體系。同時，廣
東將立足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基礎和需
求，加快建設一批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院士：粵大科學裝置助力港團隊
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總指揮、中國科學

年，吸引更多的人到大灣區創業、
就業，享受到大灣區紅利。」
在交流過程中，陳賢翰等一眾青
年聽得十分認真。交流時，他告訴
韓正副總理，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
業有着一股獅子山精神。他們也希
望把香港人的這種精神傳遞到整個
大灣區，感受到香港青年的正能
量。當陳賢翰提到獅子山精神時，
引起在座眾人的共鳴，大家一起合
唱了《獅子山下》這首歌。
陳賢翰自 2018 年從香港來到廣
州，創立建築設計公司。3 年來，
公司業務遍及大灣區。如今，他也
是港澳青年之家副主任，分管創新
創業板塊，成為一名為港澳青年北
上發展服務的「引路人」。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主任林惠斌
表示，韓正副總理來到青年之家，
讓他和一眾港澳青年備受鼓舞。接
下來，將更多對接政府和社會資
源，進一步服務好港澳創業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院院士陳和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指出，廣東的大科學裝置為香港科研團隊
提供了顯著的幫助。「東莞散裂中子源實
驗室自 2018 年驗收至今，用戶在專業雜誌
累計發表了 60 多篇科研成果文章，其中港
澳及海外研究單位發表的文章有十餘篇，
而在專業領域影響力最大的一篇關於『超
級鋼』材料的文章即來自香港大學。」他
還透露，目前實驗室約有八分之一的實驗
均是來自港澳及海外的科學家團隊。

港澳研發機構同享內地創新政策
除了搭建平台，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
革，才能做到創新能力的「可持續發
展」。對此，規劃綱要明確以高標準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國務院副總理、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
長韓正日前到廣州天河區
港澳青年之家，了解港澳
青年在灣區的創業情況，
亦要求有關方面幫助港澳青
年解決住房、子女教育和醫
療等困難。多位政協委員均
表示，韓正副總理的講話為
港澳青年增添動力，呼籲年
輕人要把握好大灣區的機
遇，發揮所長，為祖國作貢
獻。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容永祺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創新
科技能力不斷提升，對專業
人才需求很大，是充滿機遇
之地，未來若能在醫療、住
房等領域提供更多更深入的
措施，相信對港澳青年會更
有吸引力。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
任王惠貞表示，韓正副總理
一直非常關心香港的發展，
他與港澳青年的對話為香港
青年人參與大灣區建設打下
了一支強心針。她認為，香
港特區政府在幫助年輕人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做了不
少工作，香港的一些社會團
體亦推出許多實習、就業計
劃幫助年輕人把握大灣區的
機遇，希望未來廣東省政府
能夠進一步給予港澳青年更
多優惠措施。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認為，韓正
副總理關心香港青年人在參與大灣
區發展中的就業、創業情況，是對
他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祖國作
貢獻的一種鼓勵和肯定。大灣區建
設目前還處於摸索階段，希望廣東
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更多誘
因並深入貫徹落實，吸引港澳青年
參與大灣區建設，亦希望香港青年
發揮所長，積極為祖國作貢獻。

政協委員：為港澳青融灣區注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 月 23 日至 25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廣州創新合作區三大創新合
作區，開展創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動試點，
推動香港、澳門高校和科研機構深度參與
廣東省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重
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高水平實驗室體系建設
等，推動實施香港、澳門在廣東設立的研
發機構與內地研發機構同等享受國家和廣
東省各項支持創新的政策。
另外，成體系解決「卡脖子」問題提上議
程，廣東將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
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廣東路徑」
，
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綜合多學科、
多主體、多層級力量，協同開展關鍵核心技
術攻關及關聯性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