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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地方请我去作大湾区发展的
政策讲解，最近都有些忙不过来了。大湾区
已然成为香港青年口中的热词。”吴学明是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执行主席，他表示，
如今香港青年对大湾区很感兴趣，想咨询的
问题也很多。“香港的青年朋友要怎么才能受
惠于最新政策，怎样在大湾区方便地学习、生
活、工作？这些都是广受关注的议题。”

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
“纲要”）出台以来，港澳青年热切关注相关
议题。他们期盼能在大湾区的广阔空间施
展才干，实现梦想。同时，他们也期待未
来大湾区的发展可以打破更多障碍，以更
好落实同等待遇，实现资源共享。

舞台广阔机遇多

“2015 年，我的团队成立了胡桃科技，
力图打造户外出行的高端科技品牌。由于

香港办公空间小且租金高，于是我将产品
研发和测试的部门设在东莞松山湖和深圳
前海，而营销部门始终留在香港。”胡桃科
技创始人、香港青年彭奕亨说，深圳、东
莞科研及制造方面的优势突出，香港国际
化程度高、适合开拓海外市场，两相结合
体现了大湾区的发展优势。“相信这里会成
为世界领先的湾区。”

无独有偶，香港青年潘咏恩 2018 年从
暨南大学毕业后并未选择回港工作，而是
留在深圳发展。“深圳发展空间大，机遇
多，住房也宽敞一些。2018 年 9 月，内地
实行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从此我在
生活、工作和出行方面都更为方便。现在
回香港看望亲戚和朋友，我从深圳坐高铁
仅十多分钟就到香港，真的很快捷。”她认
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步伐的加快，
未来大湾区的机遇将更多。

“虽然我是行业里的新手，但我自信凭

着公司的实力和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机遇，能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广东讴
业文化传媒创意总监、澳门青年叶枝根
说，在广东中山，自己的公司和当地政府
部门、企业有合作拍宣传片的经历，经网
络传播，不少短片都获得 10 万+的点击
量，公司在业界的声誉由此打响。“如果还
是偏安于澳门，那我们的市场就不会大，
但是放眼整个大湾区那就不一样了！”

期待更多好政策

“我期待大湾区将来在外汇管制上能有
优惠，并能给公司在员工住房、税收方面
提供补贴，让我们在创业过程中减轻负
担，更好发展。”问及未来对大湾区发展的
期待，彭奕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学习、就业、
创业、生活中还可能存在的问题或障碍，
香港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指出，大
湾区目前虽实现了“一小时生活圈”，但还
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香
港青年到深圳上班，来回车票需要150元人
民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交通成本比
较高。”他建议是否能够推出“月票”一类
的优惠交通卡，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则提议，有关
部门要研究提供置业优惠政策，让高端人
才在大湾区的 9 个广东城市中任选地方置
业，保障他们一套住宅的购买名额。该方
式可以为暂时没有能力在香港置业的人才
多一个选择，使他们可以在大湾区“一小
时生活圈”中自主选择喜欢且能够负担的
城市置业，解决住房问题。

“我 6年前在深圳办理驾驶证要花整整
一天的时间，现在流程就简化了很多，只需
一个多小时。这说明内地有关方面在不断
进步，强化服务意识，简化政务流程，取
消不合时宜的做法。相信未来还会出台更
多有利于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发展的举措，
让大家更有归属感、获得感。”素美馆创始

人、在惠州创业的港青林明伟这样表示。

家的扩大和延伸

“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年轻人提供更广阔
的发展天地，香港青年最重要的就是跨出
第一步。”吴学明说，香港青年不要因为不
了解大湾区就抵触、抗拒，从而失去自身
发展的机会。

“粤港澳大湾区是家的扩大和延伸。”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说，很多人将香港
人到大湾区称为“北上”，他不认同这一说
法，因为“北上”给人的感觉是要去很远的地
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从香港尖沙咀去深
圳福田，坐高铁就 20分钟。如果坐车从港
珠澳大桥去珠海，一小时就到了。哪来的
北上？因此我们要跟香港青年强调粤港澳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概念，让他们
打破‘过境、过关’的心理障碍和隔膜。”

为了让港澳青年更好地感受大湾区的
便捷和发展机遇，从中央到粤港澳各方都
在积极努力，为港澳青年创造条件。

吴杰庄介绍，以前，港澳青年在内地

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比如之前内地实行
“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制度，让港
澳青年在找工作时受到不少限制。但现在
它已经取消了。”在他看来，类似政策的出
台，都有助于打破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发展
中遇到的障碍。

霍启刚表示，前段时间香港组织了一场
青年的“快闪”活动，就是去深圳看一眼然后
就回去。活动虽短，但参与的香港青年都
很惊讶，感慨原来往来深圳和香港那么便
利，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名
不虚传，这一活动打消了他们之前的疑虑。

“澳门的青年有个特点，就是比较安
逸，不愿意走出去。现在我们告诉他，你
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必须面对大湾区时代
的到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和
区域发展局局长米健表示，澳门将继续实
施“千人计划”，让青年到内地交流学习，
为他们在内地的创新创业做好准备。为
此，澳门实施青年湾区创业创新计划，提
供 30万澳门元上限的免息创业贷款支持青
年创业，并将在广东中山设立一站式的青
年创新创业平台。

港澳青年 在更大舞台成就自我
——聚焦大湾区建设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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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 9日电 （记者柴
逸扉） 4月8日，全美各统促会联合
访问团到访北京，并出席在京举行
的座谈会。会上，来自美国23个统
促会的45位代表参加座谈，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万鄂湘出席并
会见访问团代表。

万鄂湘表示，希望海外各统促
会进一步增强反“独”促统定力；
继续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国家
发展建设；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加强联系与合
作，进一步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他指出，美国是海外反“独”
促统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世纪70年
代的“保钓运动”开始，广大旅美
爱国侨胞关心支持、积极参与中国

统一事业，先后成立了40多家统促
会组织，并分别建立了全国性的联
合组织。

万鄂湘表示，希望各统促会组
织在不断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密
切 与 当 地 其 他 爱 国 侨 团 的 联 系 ，
特别是要注意吸纳台湾同胞和青年
力量，在海外为争取台胞人心多做
实事。

访问团团长、华盛顿中国统促
会会长何晓慧发言时提到，祖国统
一是统促会工作的最终目标，做好
两岸的民间交流是当前工作重点。
之前到台湾参访的感受尤为特殊，
台湾民心思变，有愈来愈多的基层
民众赞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发
展两岸关系。

全美各统促会联合访问团到访北京全美各统促会联合访问团到访北京

本报香港4月 9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主办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专题研习奖励计
划”9 日举行颁奖典礼暨作品展
览。该计划旨在让中小学生透过专
题研习，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了解，并探讨香港在改革
开放过程中担当的角色及如何掌握
未来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
雄出席颁奖典礼时赞扬同学们表现
出色，从经济、民生、教育、外
交、文物保育、创新科技等不同范

畴，全方位展示内地与香港于国家
改革开放 40 年中取得的非凡成就；
不但题材多元化，表达手法和报告
形式亦别出心裁。

杨润雄寄语年轻人把握“一带
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
机遇，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据介绍，此次奖励计划共收到
115所中小学、逾230支队伍的参赛
作品。得奖队伍可获邀参加与改革
开放40年主题相关的学生内地交流
计划，前往北京及上海进一步了解
国家发展。

香港举办改革开放40年专题研习计划颁奖典礼香港举办改革开放40年专题研习计划颁奖典礼

“没想到，三峡库区的高速公
路修得很好。现在和两年前相比，
这里又有了新的变化。”9 日，在
三峡库区的腹地重庆丰都县，台湾
彰化县议员黄俊源感叹道。

4月 8日至 18日，来自台湾彰
化县 9 个乡镇市的基层代表近 200
人分为 6 个参访团来重庆，前往万
州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大足
区、丰都县等区县参访。参访团中有
九成以上是第一次来到重庆。

“两年前我来过丰都。上次是
沿长江坐船过来的，这次坐车走高
速公路，又是不一样的感觉。”黄
俊源每年都要到大陆参访，“大陆
发展太快了，即使每年来，感觉还
是不一样。”

“丰都和彰化都以农业为主，
我想通过这次参访，促进两地在农
产品上的互通。”黄俊源希望两地
农产品能够“优势互补”。“例如我
们的水果能卖到这里，丰都的牛肉

能到台湾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江，有

一种震撼又亲切的感觉。”彰化县
秀水乡金陵村村长刘宥慈对穿过丰
都县的长江充满兴趣。“真实的长
江和书本里了解到的感觉完全不一
样。”刘宥慈说，读书时就知道长
江三峡，但亲眼见到又是另一种感
觉，“真是非常壮阔。”

除了圆梦自己的长江之行，刘
宥慈对大陆的基层工作也颇为关
注。“两岸的基层工作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交流。例如平东路社区的
电子信息化，还有他们关于基层
建设的一些做法。”参观完丰都县
三合街道平东路社区建设后，刘宥
慈说。

“台湾的社区规模较小，通常
只有几千人。这里的社区人数大都
是万人以上，但管理得井井有条。”
彰化县福兴乡镇平村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柯铭料很关注丰都县的社区

治理和建设工作。“他们在管理上
除了分工细致，电子信息化程度也
很高，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据了解，渝台基层乡镇交流活
动从 2013 年开始举办，今年已是

第七届。重庆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采访活动是历
届以来参访人数最多、活动规模最
大、参访内容最丰富、参与承办区
县最多的一次。

新华社香港4月 9日电 （记者
郜婕、苏晓） 香港特区西九龙裁判
法院 9 日宣判，裁定非法“占中”
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
9 人罪名成立。法庭将在完成被告
求情程序后判刑。

法庭判案书指出，戴耀廷、陈
健民、朱耀明三人2013年3月至2014
年12月2日期间在香港共同串谋并
与他人串谋，在中环对公众造成妨
扰，构成“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

法庭裁定，戴耀廷、陈健民、
陈淑庄、邵家臻等 8 名被告“煽惑
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陈淑庄等 5 名被告“煽惑他人煽惑
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香 港 2014 年 9 月 底 发 生 非 法
“占中”，历时 79 天，导致香港旅
游、零售、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遭
受重击。

9 日上午，部分香港市民在法
庭外集会，要求将非法“占中”策
划组织者绳之以法。

宣判后，9 名被告暂时获准保
释。法庭当天下午开始听取被告求
情陈词，并将于次日继续这一程
序。待求情程序完成后，法庭将作
出量刑。

近200名台湾基层代表组团访渝
韩 璐

参访团在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东路社区
展开交流。 陈 亚摄

香港9名非法“占中”策划组织者被定罪
将待完成求情程序后判刑

近日，“壮族三月三·民
族体育炫”中国—东盟狮
王争霸赛在广西桂林开
赛，来自中国、越南、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
家和地区的 9 支队伍展开
争夺。最终，广西藤县禤
洲龙狮团摘得桂冠。

图为中国香港龙狮麒
麟貔貅体育总会代表队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香港选手亮相香港选手亮相

狮王争霸赛狮王争霸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