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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梧桐山到深圳湾，一条窄窄深
圳河由东向西汇入伶仃洋，隔开深港
两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蓝图铺开后，
这条曾经难以跨过的界河如今成为深
港合作的纽带。

西接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南望
香港米埔自然护理区，稀疏的楼宇散
布于深圳福田保税区开阔的空间内。
多年来，与喧闹繁华的市中心相比，深
圳河的两岸显得过于宁静。但在全港
各区工商联会长卢锦钦看来，用不了
太久，这里将成为大湾区最具创新活
力的区域之一。

深港优势互补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
台，提出支持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
科技园和毗邻的深方科创园区建设，
共同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区，建立有利
于科技产业创新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实现创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动。

继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之
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成为深港两
地又一重大合作平台。《规划纲要》
出台后，多个深港合作项目紧锣密鼓
推进，其中就包括由全港各区工商联
发起成立并运营的深港商贸科技合作
基地。

卢锦钦介绍，基地在 2017 年底就
已在福田保税区挂牌成立。过去一年
多，随着大湾区概念升温，寻求与基地

合作的单位络绎不绝。卢锦钦频繁奔
波于各地会议，受邀参加的活动只多
不少，自嘲“整个人瘦了一圈”。“当初
只是想尝试一下，后来发现各方认可
度很高、需求很大，让我觉得很有成就
感，忙一点、累一点也开心。”

据了解，深港商贸科技合作基地
规划了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能穿
戴、大健康、新材料/新能源、文旅
领域等六大业务板块。同时，在投融
资服务、产品发布与展示、办公服务
和咨询等方面提供配套服务，帮助入
驻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新办公楼还
没投入使用，五层办公空间基本都租
出去了，市场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可
的。”卢锦钦说。

汇聚创新要素

一个汽车修理新手，只要戴上一
副眼镜就可以根据提示，迅速完成简
单的发动机故障维修，这一幕在 Mad
Gaze AR 智能眼镜面世后已不再科
幻。作为基地智能穿戴业务的代表，深
圳创龙智新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国
内小有名气的科技“独角兽”。这家成
立于2013年的公司在香港潜心进行了
四五年的技术研发，带着Mad Gaze 系
列AR智能眼镜一进入内地市场，便引
来不少关注。

“内地市场对新科技产品接受程
度很高，应用场景多，我们目前绝大部
分客户都在内地。”深圳创龙智新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伟培认为，
市场对新兴科技产品至关重要，内地
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AR智能眼镜的
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成熟。“目前，已经
有不少用户在试用我们的设备。我们
预计今年能卖出 1.5 万台，明年达到 6
万台。”王伟培说。

王伟培所在公司的软件研发业务
仍在香港，全部的硬件研发和制造业
务都转移到了深圳。“在深圳，你想要
的零部件一天之内都可以找到。”王伟
培表示，除了硬件制造，深圳对科技类
初创企业的投资氛围也非常吸引他，
目前公司已经接近完成A轮融资，一些
投资机构已经在洽谈B轮融资。

“对青年创业团队来说，欠缺的不
只是技术、资本，还有商业经验。”清
大智库理事长林崐崚说，全港各区工
商联中有不少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不
仅了解初创企业的需求，为他们提供
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能运用自身经验
和渠道帮助他们对外推广合作。作为
基地联合发起单位之一，林崐崚表示，
清大智库很看重平台运营方的香港背
景以及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商贸网络，

“这是深港商贸科技合作基地吸引香
港初创企业的独特优势”。

吸纳香港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资
源，帮助入驻团队与内地产业和市场
做对接，正是清大智库所长。林崐崚介
绍，目前，清大智库已与全港各区工商
联合作成立了文化科技创新、智能驾
驶、静态交通、柔性显示技术、智能芯

片与物联网技术、智慧健康与大数据、
金融科技创新、智慧管道等 8 个研究
院。“一方面是为入驻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原始创新
与应用创新相结合，把基地打造成创
新要素集聚的创新高地。”

服务香港青年

专业运营，灵活管理，这也是卢锦
钦对基地在企业孵化上的定位。“对初
创企业的考核评价要尽量灵活、简
约。”卢锦钦表示，基地为入驻企业提
供几乎一条龙的配套服务：设计装修、
IT运维、广告/平面设计、办公采买、商
务秘书、工商财税、知识产权、法律事
务……“初创企业规模普遍很小，没有
精力应付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搞得太
麻烦，有的就被吓跑了。”卢锦钦说。

伴随从香港到内地的产业转移，
卢锦钦认为他这一辈的香港人很多已
经融入到了湾区发展中，“但年轻一代
还需要拉一把”。“以前粤港之间是以
产业转移的模式合作，香港的产业和
经验转移过去就好，现在香港要在大
湾区发展大健康等新业态，没有经验
可循。”卢锦钦表示，帮助香港青年更
轻松进入到湾区，是创建基地主要的
目的之一，“先让他们在基地站住脚，
再到惠州、中山等地方去”。

入驻深港商贸科技合作基地，对王
伟培这些每天需要通勤往返的香港青年
来说，最现实的就是交通问题。“从这里
10分钟到口岸，然后坐38分钟的火车，
再花五六分钟接驳回家。”王伟培说，一
个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比部分住深圳的
同事都要短，很快园区直达香港的巴士
开通，通勤会更方便。

“方便”，是王伟培谈到基地时经
常提到的一个词。用他的话说，在这里
只要专心做研发就好了。“再过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整个基地会搬到全新的
办公空间，相关配套和服务会更方
便。”卢锦钦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
香港提供再创辉煌的黄金机会，要把
这个基地建成香港企业家以及青年创
业者抓住大湾区机遇、坚定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实实在在的支点。

“我是为了宋代而来的。”台湾古
瓷器专家李玉明亲手烧制的兔毫和油
滴建盏，与福建建盏大师黄美金、孙
建兴的作品并列陈展，黑釉瓷的光泽
互相辉映。

2019“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
省系列活动 6 月 8 日在福州和泉州共
同启幕，“闽台共同传承”成为此次
活动的最大亮点。

3年前，李玉明到“建盏之都”福建
省建阳考察，乍一见几百年前的建盏
古窑遗存，惊呆了。“你不知道，满山满
谷都是兔毫碎片，兔毫啊！”

建盏烧制技艺2011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名录，当地匠人着力推动建盏技艺复
兴。李玉明索性驻扎建阳学艺，挑釉矿、
调釉色、微调草木灰比例和窑温……
曾一连30多窑都没出佳品，然而，正是

这样可遇不可求的自然之变。
“历史文化的传承是有序的，在

建盏里，宋代文化底蕴的流变脉络很
清晰。”李玉明站在橱窗前端详大陆
同行作品，慨叹道，“真是有幸，我
们携手让历史再现。”

当天举办的闽台“非遗”精品展
中，获评福建省“非遗”传承人的台
湾石雕大师廖德良也呈现了寿山石雕
精品。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林守
钦表示，福建正在落实做细“66条惠
及台胞措施”，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
第一家园，包括吸纳台湾匠人评选

“非遗”传承人；目前已“锁定”闽
台渊源深远的漆器、建盏等制作技
艺，将有更多台胞入选。

大陆“非遗”的活态传承渐入佳
境，为台湾文创提供用武之地。此次

闽台“非遗”文创展邀请多位台湾业
者参加，显示福建正开放“非遗”衍
生品的商机。

台湾古玩修复师、漆画家黄守堃去
年参加了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
漆画技艺研修班。此次，他以竹为胎、嫁
接金属制作的大漆花瓶，展出前已有大
陆公司有意量产为高端纪念品。

在台湾业界小有名气的黄守堃前
两年“登陆”，落脚于位于福州的闽
台家园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他
说，大陆更注重凸显漆性，“无所不
为，给人更多创作可能性”，加之市
场活跃，令他觉得大有可为。

因喜好地术拳，台湾武术新星廖
韦钧拜福建拳师陈伟强为师，连续10
年参加海峡两岸武术论坛并拿下几届
冠军。当天的闽台传统武术展演中，
廖韦钧与首次来福州的 7 位台湾拳师

同台展示传统中华武术。
如今，廖韦钧驻留厦门注册贸易

公司，习武、生意两不误，“最初我
是因为大陆重视中华武术传承而留下
来的，没想到，台湾人在大陆生活更
好康 （闽南语幸福之意） ”。

闽台共同传承“非遗”，有期许
未来的共打拼，也有永续不断的文脉
和乡情。当天，南音、闽剧、布袋木
偶戏等闽台传统戏曲分别在泉州和福
州展演。与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
虹同台飙戏之后，来自马祖的闽剧票
友刘宏文说，“用福州话演唱的闽
剧，是马祖人永恒的乡音乡情”。

“我们帮扶台湾文创青年解决就
业困难问题，也用文化力量告慰乡
亲。”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黄星说，“一切为了台湾青年未来在
大陆的路，走得更顺更宽。”

深港商贸科技合作——

开启港青逐梦湾区“直通车”
本报记者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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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牵起“闽台缘”
林春茵

2000名港青赴内地交流

本报香港6月9日电（记者连锦添） 2019“四海一家”交
流活动今天在香港海洋公园举行授旗礼。活动以“探索机遇
卓越发展”为主题，2000名香港青年分别前往四川、浙江及
广东进行体验式交流。

担任交流团团长的新家园协会董事会主席许荣茂在致辞
中表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交流团将秉承

“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精神，继续引领香港青年认识国
家，帮助他们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
势，建设祖国和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指出，国家的发
展一日千里，香港拥有着背靠内地，面向国际的优势，我
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她希望
即将参加交流的青年朋友主动学习，亲身体验，积累宝贵
经验，好好装备自己，为将来投身社会以至国家发展做好
准备。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华表示，相信在川港两地
的共同努力下，“四海一家”必将让更多的香港青年与四川碰
撞出闪亮的火花。

据悉，“四海一家”青年交流项目自2015年推出以来，共
资助超过 9000 位香港各界青年，分别赴北京、上海、福建、
浙江、陕西、天津和广东等地交流，已成为香港青年赴内地
交流的品牌项目。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
集人陈智思等嘉宾一同主持授旗礼。

来自香港、澳门和
台湾的 29 名大学生近日
来到中国刺绣艺术馆参
观，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王建康摄
（人民视觉）

“长城行动”取得重大战果

94名台湾诈骗罪嫌被押回大陆
本报北京6月9日电（记者张璁） 6月7日7时许，随着一

架中国民航包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94名冒充公
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台湾犯罪嫌疑人被我
国公安机关从西班牙押解回国。至此，历时近3年的中国、西
班牙警方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长城行动”取得
重大战果，西班牙已分批共向我方引渡225名犯罪嫌疑人，其
中台湾犯罪嫌疑人218名。这是我国首次从欧洲大规模押回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据介绍，2016年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发现，在西班牙
境内有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并针对我国民众实施诈骗，
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接连发生多起涉案千万元以上
的重大案件，被骗群众损失惨重。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自
当年起先后多次派员赴西班牙开展执法合作，与西班牙国家
警察总局组成联合专案组，追查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查找犯
罪嫌疑人，收集固定违法犯罪证据。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基础上，2016年 12月 13日，
中西警方共同派员开展代号为“长城行动”的联合抓捕行
动，共捣毁位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利肯特等地的诈骗窝
点 13个，抓获并在西班牙羁押犯罪嫌疑人 237名，现场查获
了一大批涉案证据，涉案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由于相关案件的受害人全部为中国大陆居民，为彻底查
明全部案件事实，本着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保护受害人
利益、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2017 年 1 月，中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正式向西班牙外
交部递交了犯罪嫌疑人引渡请求书。经过 2 年多的庭审程
序，西班牙国家法院二审作出判决，同意将“长城行动”全
部犯罪嫌疑人引渡给中方。截至目前，西班牙方面已向我方
引渡犯罪嫌疑人225名，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218名。

据了解，“长城行动”是我国首次与欧洲国家联合开展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警务执法合作行动，也是我国
警方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联合行动中规模最
大、战果最丰硕的一次。此次行动历时之久、出动警力之
多、引渡人数之多，在世界各国执法合作史上、引渡史上
尚属首次。

两岸（集美）龙舟文化节厦门登场

本报福州6月9日电（记者钟自炜） 健儿开桨逐浪，两岸
以舟会友。近日，2019海峡两岸 （集美） 龙舟文化节暨“嘉
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在厦门举行。

以“弘扬传统文化，共绘两岸亲情”为主题的本次龙舟
竞赛和文化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来自海峡两岸的
53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技，其中，台湾龙舟队伍达到27支、逾
700人，创下台湾参赛队伍数量的历史新高。“龙舟是两岸同
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很愿意来大陆交流。”台北霞海城
隍庙龙舟队舵手黄国智说。

“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自 2006 年开赛以
来，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3届。本届龙舟文化节同时突出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与爱国情怀，配套举办风雅端午、古礼端午、
民俗端午、创意龙舟“四大版块”活动，涵盖了台湾民俗舞
狮表演、旱地龙舟趣味比赛、端阳市集等新节目、新平台、
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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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在香港举行的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香港
公开赛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林高远以4比2战胜日本选手张
本智和，获得冠军。图为林高远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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