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九點的暨大校園，企業招聘的展位已經火力
全開。負責招聘的HR們熱心向前來諮詢、投

遞簡歷的學生們招手、答疑。此次，廣州市工商聯攜
手廣州市外商投資企業商會發動42家成員企業齊齊
進校擺攤招聘，線上線下共提供逾3,200個實習就業
崗位，涵蓋經濟、管理、新聞、外語、文學、醫學、
信息類等專業。

到內地工作 既忐忑又期待
祈福集團負責招聘的負責人連續面試了兩位香港學
生，分別投廣告策劃職位和財務職位。她告訴記者，
為響應香港特區政府今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祈福集團第一時間跟進且通過政府指定官網
參加「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企業部分報名，向香港
青年提供可觀的崗位支持。
「不到半個月就收到數十封簡歷投遞。」該負責人

稱，這些線上求職者大都來自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
學、英國密德薩斯大學、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等學生，
專業涉及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土木
工程、新聞及傳播、哲學等。
梳理發現，在線求職的港青，年齡大都在22歲至
25歲之間。該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經過篩
選，她親自面試了四位在港求職者，均是2019年畢
業的香港學生。其中有一位在港工作了兩年的女生已
經線上意向簽約，最快5月赴穗入職。
「她是第一次到內地工作，離港到新的城市工作，

她一方面忐忑，另一方面也擔心疫情突發阻礙。」該
負責人發現，疫情期間，在線求職的香港青年對於特
區政府「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都非常心動。

享高薪補貼 冀惠及下屆港生
政府補貼一萬（港元，下同），企業出薪八千。對

於不少畢業一兩年的學生來說很有吸引力。在暨南大
學線下招聘會現場，大三的財管專業的港生楊曉君一
身黑色正裝，妝容清秀，經過簡單的巡場之後，她先
後面試了三家企業。
「我對於特區政府出台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關注較早。」楊曉君說，一開始留意到這個信息都非
常心動。在後續的研讀中也擔憂自己的能力會不太匹
配，但她也肯定現時這個政策的推動力。
「不過好遺憾，我今年大三，等我畢業不曉得還有

沒有這個計劃。」楊曉君略帶遺憾地說，好希望該計
劃能夠繼續推動，惠及更多有志於在廣東發展的香港
學生。

暨大畢業生 逾八成灣區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該計劃周期之外是否還能
延續享有高薪補貼，是不少求職學生討論最為熱烈的
一個話題。祈福集團的招聘負責人稱，「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按原周期終止後，會繼續考評員工的能力
匹配度，給與社會考核的標準薪酬。
港澳青年融入灣區，既是灣區所向，也是港澳所

需。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孫彧介紹，暨南大學內招畢
業生中，每年超過86%的學生就業於大灣區，其中超
過40%留在廣州就業創業。港澳台僑學生中，近18%
的學生在內地升學深造及就業創業，且這一比例近年
來逐年上升。孫彧稱，隨着社會各界和企業積極暢通
就業渠道，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樂於逐夢粵港澳大灣
區，迎接各自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香港特區政府「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下稱「就業計劃」）推出短短數月

已見成效。「線上線下同步招聘，在港的

2019級畢業生，有的已在線上簽約，最快

五月中旬來廣州入職。」29日，「融入灣

區規劃未來」 2021年廣州市港澳台僑大學

生實習就業專場招聘會在暨南大學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大三、

大四的香港學生早早到場，為就業、實習

探路。港資祈福集團負責招聘的相關負責

人透露，已有香港學生通過線上面試方式

成功獲得職位。

掃碼看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4月29日，「港澳藥械通」項目首個藥
品在港大深圳醫院完成了第一劑抗D免疫球
蛋白的注射，這意味着2020年9月發布的
《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
工作方案》正式落地，為患者帶來福音。目
前，該藥品首批300支針劑已到貨，可使用
於住院患者，不少患者致電預約，相關諮詢
量也顯著增多。據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
介紹，目前已申請了34種藥品和6種醫療器
械，其中獲批了5種藥品和1種器械，包括
腫瘤抗癌藥、慢性呼吸病藥等。

抗D免疫球蛋白已可注射
「再也不用奔波去港澳注射了。」家住
深圳的楊女士是在港大深圳醫院產科建冊
的Rh陰性血型的「熊貓血」準媽媽，已懷
孕28周，原計劃去澳門住院完成抗D免疫
球蛋白注射，也已經預約好醫院及辦理簽
證等各項證件，卻在4月23日突然因胎膜
早破入院。通過產科醫生，她驚喜得知港
大深圳醫院已於4月16日起試點使用該

藥，「現在我連產後72小時的那針都能打
了，感覺自己特別幸運，回想聽到醫生告
訴我的那一刻，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據港大深圳醫院婦產科王潔顧問醫生介

紹，抗D免疫球蛋白是「熊貓血」媽媽的
「救命藥」，通過肌肉注射的方式，用於
Rh陰性母親分娩或流產Rh陽性胎兒時，
胎兒紅細胞中的Rh-D抗原可進入母體血
液，與母體的免疫活性細胞反應，而引起
異型免疫反應。抗D免疫球蛋白能破壞母
體血液的Rh-D抗原，抑制母體血液中Rh
（D）抗體，從而可預防Rh的異型免疫反
應。對「熊貓血」孕婦而言，一般需要打
兩針，第一針注射時間為孕28周，第二針
需分娩72小時內注射。
王潔顧問醫生表示，抗D免疫球蛋白注

射液的成功獲批准入，為「熊貓血」媽媽
及其家庭帶來了福音。「往年『熊貓血』
準媽媽的相關諮詢電話通常在70例至80例
左右，最近相關諮詢量顯著增多，現在保
守估算應該是以往的2倍到3倍。」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表示，根據國

家藥品「零加成」的政策，抗D免疫球蛋
白注射液在醫院的售價是710元人民幣。
「採購價加上從香港到深圳的運送成本和
過關、清關、交稅款的問題，最終定價會
比採購價約高24%左右。」

多流程確保用藥安全
作為「港澳藥械通」首個獲批的藥品，

抗D免疫球蛋白注射液的安全使用和完善監
管是各部門關注的核心之一。據王潔顧問醫
生介紹，授權開具該藥的醫生必須具備以下
兩個條件，一是副顧問醫生或副主任醫生級
別以上，如果是港澳醫生需具有港澳執業資
格；二是進行過該藥品使用培訓並且具有該
藥使用經驗的醫生。同時，醫院制定了完善
的使用隨訪計劃、藥物過敏性休克急救流程
等方案，確保每一位患者的安全。
「由於個體差異，注射抗D免疫球蛋白

注射液後，有可能出現注射位置局部疼
痛、紅腫、低熱等輕度反應。我們要求每
位患者注射後觀察20分鐘方能離開，如有
嚴重過敏反應，醫院馬上啟動急救流

程。」另一方面，港大深圳醫院首個獲批
的醫療藥械「磁力可控延長鈦棒」也同步
接受患者預約中。港大深圳醫院對所有藥
品和醫療器械，按照「一物一碼」方式賦

碼管理，讓每一個最小包裝的藥品醫療器
械具有唯一標識的身份識別碼，方便核查
進口產品來源、數量、存儲倉位、流向、
用藥患者等信息，確保安全到位。

「港澳藥械通」落地港大深圳醫院 抗癌藥在列

●●4242家企業為港澳學生提供就業家企業為港澳學生提供就業、、實習面實習面
試試「「直通車直通車」。」。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融入灣區融入灣區 規劃未來規劃未來」」20212021年廣州市港澳台僑大學生實習就業專場招年廣州市港澳台僑大學生實習就業專場招
聘會在暨南大學舉行聘會在暨南大學舉行。。港資祈福集團介紹港資祈福集團介紹，，已有香港學生通過線上面試成已有香港學生通過線上面試成
功獲得職位功獲得職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參加招聘會的港澳青年參加招聘會的港澳青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楊女士在深圳港大醫院注射抗楊女士在深圳港大醫院注射抗DD免疫球免疫球
蛋白注射液蛋白注射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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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我們這次出動了十多位
同事來擺攤招聘，學校、醫院等都
各自明確列出需求崗位。」廣州外
商投資企業商會會長、祈福集團副
董事長孟麗紅作為此次「融入灣區
規劃未來」港澳學生實習就業專場
招聘會的主力推手之一，也誠意滿
滿帶來了超百個優質職位，涵蓋醫
療、教育、地產、商業地產、公
寓、生活服務等多個領域。
孟麗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透露，年初留意到特區政府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這一信息
後，就及時分享給外商投資企業商
會的會員企業，大家都積極籌劃、
支持這場招聘會，就是希望為港澳
青年在穗就業提供「直通車」。除
了便捷就業渠道之外，孟麗紅透
露，祈福集團配備有一房一廳、兩
房一廳、三房一廳的員工公寓，為

大家提供更為舒適的就業生活圈。
來自廣州高比電梯裝飾的黃生

透露，作為在穗港企第一次參與
校園的港澳學生專場招聘會，今
次帶來10個崗位需求，為港澳青
年廣州就業盡一份力。此次暨南
大學校本部、番禺校區以及珠海
校區的港澳學生分批次參與線下
招聘會，其中不乏許多大三學生
前來為自己實習機會拓門路。
「不少學生面試時的青澀其實沒
問題，但希望能多做一點了解功
課。」有港企資深HR表示，不少
港澳學生對所學專業和就業工作內
容的認知儲備都亟需更新。比如，
可以找本專業師兄師姐了解最新的
行業需求，以及一些含金量較高的
資格證書。其次，在互聯網發達的
當下，主動搜索了解企業需求，對
一些相關信息要有敏感度，這些都
會給予面試官好感。

港企資深HR支招：
主動了解行業動態

名額

2,000個，其中700個為創科職位

申請人要求（同時滿足）

（1）申請人為香港居民

（2）持有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大學/大
專院校在2019年至2021年頒
發的學士或以上學位

（3）可合法在港受僱工作

招聘企業條件（同時滿足）

（1）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

（2）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大專院校
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計劃概要

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在香港按照香
港法例及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
元聘請目標畢業生，政府會按企
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業
每人每月10,000港元的津貼，為
期最長18個月。

來源：政府勞工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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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吳嘉儀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招聘會，就是想提早
接觸就業方面的信息，了解社會以及企
業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明確自己未來的
規劃。學校一直有對接香港、澳門部分
企業讓我們報名參加實習，類似的機會
不少。我也不斷對比內地和香港商科整
體的就業環境，未來畢業是有意向留在
大灣區廣東城市群工作的。但也都好期
待我們畢業的時候，特區政府也還能給
與我們就業計劃的優待補貼，這樣好有
一個初入社會的過渡期。

暨南大學珠海校區人文學院
廣告學港生林同學
我們早上七點從珠海出發，就是看中
了今次有大批企業組團來招聘。這樣
機會多一點，也能一站式多面試幾
場。我首先是為找實習機會，其次也
想積累一些面試經驗，便於明年畢業
找工作。在這次來的車上，不少香港
同學在討論特區政府「一萬八」的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我聽了好心動。
但貌似這份開心暫不屬於我們，希望
來年也有這樣的好政策支持我們在廣
東找工作。

暨南大學財管專業
大三港生楊曉君
其實我覺得「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好便利我們這些在廣州求學
的香港學生，也都有一個更為直
接的引導和激勵作用。我香港的
同學、朋友都有及時分享這則消
息給我，我們也一起討論，是不
是有專門門檻。不過看完指引，
也都給了自己一個努力的方向。
希望未來就業的時候，自己的實
力也能匹配這樣的優待政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