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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来大陆看看新发展，也看看传统文化
教育和台湾有什么不同”，“大陆有近 14 亿人
口，想想这里的发展机会就热血沸腾。很高兴
有机会实习、参访，认识上海”。7月15日，20
名台湾大学生来到上海，开始在 2 家新经济企
业展开为期 1 个月的暑期实习，说到未来，他
们大都兴奋地表示，正考虑在大陆就业和谋划
发展。

“逐梦上海”2019台湾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
由香港大中华会、汇勤资本和上海市海峡两岸
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希望帮助台湾大学生亲
身体验内地职场环境，累积实践经验，在感受
上海新经济高速发展魅力的同时，找到未来发
展的方向。

“我们通过反复挑选，录取了 20 位台湾大
学生，安排到途虎养车、新再灵科技这样的新
经济企业进行暑期实习，是主动回应台湾学生
到大陆创业、就业需求，也是响应习近平主席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重要
讲话的号召，帮助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
筑梦、圆梦。”香港大中华会主席、黄埔二期抗
战将领胡靖安之女胡葆琳这样说。

胡葆琳还叮嘱台湾大学生们，珍惜实习机

会，认真体验上海新型企业的职场环境，工作
时好学不倦、勤勉有加，周末到周围去走一
走、看一看。

上海市市委常委、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郑
钢淼为这次台湾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
主持亮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
室台湾事务部部长杨流昌在致辞中希望台湾大
学生把握时代机遇，以梦为马，离开个人小天
地，走进两岸大舞台，开阔视野、丰富阅历，
让祖国大陆成为自己青春梦想扬帆远航的港湾。

“很感谢主办单位和企业提供这么棒的实
习机会，让我们可以在正式踏入职场前先试试
水温。这一个月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可以体验
在大陆工作的模式，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魅
力，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林建君同学在发
言时说。

记者发现，20名台湾大学生中，研究生占
比较高，不少人都有过不止一次来大陆活动、
交流的经历。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的高
久雅来过大陆多次，9 月份就将进入上海交通
大学攻读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她说，自
己对红火的在线教育产业很感兴趣，这次实习
是近距离了解大陆互联网企业运行机制的好机

会。
几位台湾大学生都说，目前台湾和大陆的

青年文化交流渠道还不够多。“原来有偏见的同
学真正来过大陆之后，就会有改变。”来自台湾
新竹的欧阳仲强高中毕业后申请了大陆高校，
现在是厦门大学研二学生。他告诉记者，自己
的很多同学在上海工作。“上海和北京肯定也是
我的就业首选。拿上海来讲，这里经济活跃、
文化开放，外企多，看得到未来的机会，而且
生活便利，气候与台湾也很相近。”

汇勤资本总裁江山在启动仪式上回忆起 16
年前初到上海的感受和25岁创业的经历，鼓励
台湾大学生们把握机会及早接触大陆市场，努
力学习，拓展视野，勇敢追求梦想，不畏艰难
地坚持。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李
文辉介绍，有意愿到大陆实习的台湾学生越来
越多，今年暑假，以各种活动项目组织形式来
到上海的实习生已近3000名。他说，两岸青年
要团结奋斗、勇于担当、携手共进，以主人翁
的姿态加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携手共圆“中国梦”。

（本报上海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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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数码港全新电竞场地 7 月 16 日正式
启用。这是香港目前最大的电竞专属场地，
场地由数码港商场中庭位置改建而成，能容
纳 500 人。

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拨款 1 亿元（港
币，下同）给数码港发展电竞，其中 5000 万元用
作建设电竞场地。

为何特区政府对发展电竞如此重视？

经济新增长点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表示，电竞是极具
潜力的新兴创科产业。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速
的行业之一，电子竞技催生出大量新职业、新
想法，游戏背后的新技术、商业模式和数据使
用带来巨大机遇，为年轻人开启新的大门。此
外，电竞可带动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的蓬勃
发展，很多跨国硬件制造商都设有电竞专属产
品系列。

电竞是香港的新兴战略产业之一。普华永
道发表的题为 《电竞：香港下一个经济增长板
块》报告预计，全球电竞市场收入将由2016年
的25.5亿元，飙升至2021年的68.2亿元。

尽管发展迅速，前景诱人，但一直以来，
电竞业界在经营电竞场地时屡遇困难。今年 4

月初，香港民政总署宣布，符合资格的电竞中
心可以豁免申请游戏机中心牌照。如今，特区
政府拨款给数码港兴建当地最大的电竞场地，
将有力推动香港电竞产业发展。

具备独特优势

作为娱乐产业的枢纽，香港在电影、流行
音乐、漫画等产业上曾处于世界前端。进入新
世纪，电子竞技逐渐成为世界游戏产业的风向
标。香港却由于各种因素，未能第一时间紧紧
跟上。

尽管电竞发展起步较晚，特区政府对电竞
的关注也是近两年才开始，香港仍然具备一些
独特优势。综合起来说，一是世界领先的资讯
及通讯科技，二是在举办国际赛事方面拥有丰
富经验，三是可发挥连接东西方文化桥梁的角
色，吸引内地电竞人才。

如同承办一流的体育赛事，香港承办电竞
比赛已不是新鲜事，例如2016年在亚洲国际博
览馆举办的 《英雄联盟》LMS总决赛，就吸引了
超过 3000 名观众。但电子竞技从业者并不满足
于此。香港电竞总会会长杨全盛认为，香港不
仅需要有举办世界一流比赛的能力，而且还需要
有高水平的电子竞技联赛，“一个良好的电子竞

技联赛代表着一个地区良好的电竞生态环境。”

期待再引潮流

跟电竞场地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的还有“数
码娱乐领袖论坛”，以“电竞打拼 潜力激发”
为主题，设置 3 个主题区域，包括“游戏地
带”“科技空间”及“敢创天地”，让市民更贴
近体验电竞文化。

一项由香港城市大学的调查发现，香港有
超过 30 万名游戏玩家：其中 93%玩家为男性，
55%年龄在18岁至21岁之间。国际赛场上也不
乏香港电竞选手的身影。但就游戏市场而言，
香港本土缺乏足够庞大的市场。因此香港本土
的游戏开发商仍把目光瞄准了香港以外的市
场。比如《神魔之塔》，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内地
和东南亚。

香港电竞体育总会理事会主席钟培生认
为，电竞业变现的秘诀在于跨界合作，香港最
大的优势在于连接内地与国际其他市场。在大
湾区电竞行业发展中，内地可以整合电竞选手
资源，为香港的电竞发展提供更多人才。

背靠内地大市场，香港电子竞技潜力巨
大。这会否让香港在这个新兴行业中再次引领
潮流？令人期待。

启用专属场地 政府大力支持

香港电竞产业蓄势待发
王大可

“真希望事件早日平息，大家过安宁日子。”香港
尖沙咀一间药房经理张先生的话说出了全港普通市民
的心声。

傍晚的尖沙咀弥敦道，人群熙熙攘攘。药房经理
张先生却开心不起来。他说，他们的客源主要是香港
本地居民。受游行影响，上周生意跌了至少一半。“游
行当天我们很担心，但仍然如常营业，因为顾客对药
物有需求。”他对香港某些人攻击警察感到十分不解，
为警务人员遭受围攻而难过，“他们都只是尽忠职守，
却遭到这样的对待，实在说不过去”。

一家东南亚餐厅的店员何女士说，当天游行队伍
没有经过他们餐厅，但生意多少都受到影响。她表
示，看到这样感到无奈，不忍心混乱情况继续下去，
希望一切尽快恢复过来。

家住牛头角的陈小姐在尖沙咀一家楼上时装店工
作，她对记者诉苦：“社会不安定就没有生意了，我们
是普通市民，只是想好好工作，安安乐乐过日子。”

她对和平理性表达诉求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实在
不能接受“游行后人们仍不解散，到处捣乱”。她更对
一些人辱骂甚至围攻警察表示气愤，“警察已经很克
制，还要受攻击。市民需要他们维持治安，我会继续
信任和支持警方”。

陈小姐身旁的同事也忍不住表达看法说：“看见电
视画面上那些人向警察扔砖头，那些充满暴力的场
面，让人胆战心惊。希望社会快快恢复秩序。”

“强烈谴责暴力，阿 Sir 我撑你！”7 月 15 日以来，
数十个团体组织以及众多市民络绎不绝前往湾仔警察
总部及各区警署，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到医院慰问受
伤警察。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从新闻画面看见暴徒
围殴警察，感到“既痛心，又愤怒”，决定走出来，

“支持警察，谴责暴力”。
的士司机邓先生表示，混乱没完没了，白班和夜

班的司机都叫苦连天，“白天游行完，示威者不散，搞到
晚上，道路都封了，对生意影响颇大。”“比起其他商户，
我们开车的还好，可以到处走。不过现在也防不胜防，
因为那些人跑到各区闹事，说不定哪里就乱起来。”

香港零售业和旅游业对社会失序带来的痛苦感受
深刻。

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兼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近日表示，由于示威
游行活动影响，部分零售门店须暂时关门休息，生意受到影响，估计6月香
港零售及餐饮业整体生意额下跌 10%，部分受示威影响的地区，有商户生
意跌幅甚至超过25%。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表示，暴力示威引发旅客担忧，特别是
降低商务旅客来港意愿，香港酒店入住率将下跌，预计酒店业收入因此下
跌一成。“我们做旅游生意的最希望社会能尽快恢复宁静和安定，让访港旅
客玩得轻松、开心。再这样下去，大家饭碗都受影响。”

金融是香港的经济核心，但近一个月内连续 3 个新股首次公开募股
（IPO）“刹车”，宣布搁置上市计划，给香港资本市场罩上了一层阴霾。这
3个遭搁置的IPO项目相关最高集资额预计约900亿港元，尽管取消原因各
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说辞“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状况”，这不能不引发
市场的担忧。有机构分析指出，受香港最近政治环境影响，部分基金及投
资者对香港投资环境持保留和观望态度。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坦言，今天很多的国际投资者已经开始跟
我们谈论他们的顾虑、他们的焦虑。但是好在还没有人用脚投票，我们一
定不能让他们用脚投票，我们不仅要把他们留住，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
来。他非常希望，香港能在短期内走出这个困境。

“香港的城市名片一直是自由、开放、宽容、和平、理智，希望今后能
长期保持住这样一种名片，逐渐远离我们不喜欢的一些名片，比如说暴
力。”他说。

资深投资银行家温天纳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背靠内地，能够获
得人才、资金、商机、企业等多方面的支持。“目前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
包括国际投资者在内，市场都会担心。”他认为，香港需要平和理性的发展环
境，更要参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才能抓住机遇，发挥和内地的协同效应。

夜幕降临，维港两岸华灯齐放，让人忍不住感叹：此刻，安宁的香
港，多么美好。 （新华社香港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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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香港书展上选购书籍。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7月 16日，“香港百年 历史光影”摄影展在香港举办开幕典礼。展
览共展出 450 余幅摄影佳作，以三大板块展现香港百年历史。第一部分

“百年香港沧桑巨变”再现香港百年历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二部分
“古新建筑光影熠熠”记录香港著名的新旧建筑，第三部分“民俗风物东
方之珠”则展现香港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人文之景。

在开幕典礼中，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马浩文致辞表示，此
次摄影展既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也是促进香港特色文化传承
发展的盛事。希望入场参观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而自豪，并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

图为观众在观看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历史光影”再现香江巨变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记者陈
然）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30
届香港书展17日在湾仔会展中心开
幕，将一连 7 天为市民及书迷们带
来琳琅满目的精品书籍。本届书展
年度主题为“科幻及推理文学”，汇
聚 39 个国家及地区、共 686 家参展
商参与，将举办逾 310 场名家见面
会、新书推介等文化活动。

为配合书展年度主题，主办方
及业界推出各类相关图书、展览及
讲座，鼓励读者探索未知领域，丰
富人生。文艺廊呈献“文游四度空
间”专题展览，介绍杜渐、黄易、
李伟才等多位香港本地科幻及推理
文学作家，并展出他们的绝版作
品、亲笔手稿、作品构思草图等；
联合出版集团属下的三联书店、中
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和出版等
也发布不少主题新书，包括韩松及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选集。

有市民在展厅外通宵排队等候
入场，以抢购心仪的限量版签名小
说；不少家长与子女带行李箱采购教

辅书籍。贸易发展局预计，总入场
人次约为100万，与去年持平。

今年适逢香港书展踏入第 30
届，文艺廊特设“三十连绵书展
情”专区，以 3 个十年为分界线，
展出历届书展的珍贵照片、纪念
品、书展印章等，与读者共同见证
三十载的书展点滴。“岭南艺粹·南
粤光影”及“方寸情怀”展区则分
别展出岭南地区的艺术珍品和海内
外多个国家的精选藏书票。

由日本国家旅游局、株式会社
及14个县市共同参与的日本馆是本
届书展的另一焦点。长野县、京都
市、富山县等参展商带来当地的文
学及经典漫画作品，并设立别致的

“夏祭风车”“京都八坂庚申堂”等
3 款特色墙，供参观者打卡留念，
全方位欣赏日本文化。

除书展外，全港十八区也将同
步举办 340 余场不同类型的文化活
动，包括作家分享、亲子工作坊
等，成就“阅读夏季”这一多元文
化盛事。

第30届香港书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