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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9月7日电（记者周文其）
7日上午，一场特别的足球赛在解放军驻港部
队昂船洲军营举行。香港明星队与驻军足球
队在烈日下展开较量，场面精彩激烈。

盘带、过人、传球……香港知名演员陈
百祥已满头是汗，但他十分开心。“有驻港官
兵在，香港市民心里有安全感。很多官兵都
远离故乡，因此我希望在象征团圆的中秋节
来临之际，和他们共庆佳节。”他说。

这场球赛是7日香港各界中秋探访团慰问
驻港部队官兵的活动之一。当天，足球赛、
珍藏车巡游、文艺演出、赠送慰问品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在昂船洲军营进行，向官兵们送
上了来自香港市民的中秋祝福。活动开始
前，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这是陈百祥第二十一年参加中秋慰问驻
港部队官兵的活动。“今天的球赛和1998年第
一次参加的球赛一样，大家都玩得高兴。以

前我们是一家人，今后也是一家人，感情会
越来越浓。”陈百祥说。

球赛中场休息时间，15 辆珍藏汽车依次
驶过操场，进行了有趣的珍藏车巡游。车队
中，38 岁的市民刘兆桦驾驶着黑色跑车，颇
为吸引眼球。

这是刘兆桦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解放军。
他说，觉得官兵很团结、有力量、有英雄气
概。“他们为维护香港繁荣作出了贡献，我想
把自己的爱车展示给他们看，向他们说一声

‘中秋快乐’。”
24 岁的市民叶法仲和身边的驻港部队官

兵开心地聊起了天。此前，他从新闻上了解
到驻港官兵开展的无偿献血、义务植树等活
动。“感谢他们对香港公益活动的付出，以后
有机会我会继续参加一些慰问驻军官兵的活
动。”叶法仲说。

当日下午，演艺界明星们与官兵共同组

织了一场文艺演出，节目丰富，形式多样，
包括歌舞、魔术、合唱等。演出期间，探访
团还向部队官兵赠送了中秋礼品。

踢完球赛后，26 岁的驻港部队士兵郭益
成认真地看着演出，不时拍手叫好。今年是
郭益成在香港的第七年，这是他第六次参加
中秋慰问活动。“活动很有意思，让我有在家
过中秋的感觉。感谢香港市民的慰问，我想
祝他们‘中秋愉快、阖家幸福’。”他说。

驻港部队副政治委员陈亚丁表示，22 年
来，驻军成功参与举办 15 届香港青少年军事
夏令营，连续 20 年组织香港植树日活动，22
年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这些活动为增进驻军
官兵与香港市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了
积极作用。

据悉，中秋探访驻港部队军营活动最早
由董赵洪娉倡议，始于 1998 年。此后，每年
中秋节前后都会举行这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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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王丰） 香港基层
青年湾区行9月6日在深圳启航，来自香港基
层各领域的 30 多名青年，于 6 日至 8 日赴深
圳、广州、珠海，走进当地港澳青年创业基
地和科技企业，考察香港基层青年投身大湾
区发展的途径、渠道和对接机会。

在深圳，香港青年分别参观了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和宝
安华丰华源科技创新园。大家听取了粤港
澳大湾区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建设情况，实地了解深圳的创业就业政策
环境，并与已在这里创业发展的港澳青年交
流学习。

参观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后，香港专业
教育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陈成威很
兴奋，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深圳考察经
济环境、第一次远眺深圳河与河套片区、第
一次看到深圳的中轴线和平安金融中心。

“体验很新鲜，感觉很振奋，没想到深圳
有这么好的发展机遇、创业环境，而且给了
我们香港青年在税收、住房等好多方面的优
惠政策。”陈成威表示，希望毕业后能到深圳
开展IT领域的创业。

据了解，此行的 30多名青年，有来自 IT
领域的大学生和金融、教育、媒体、文艺、
体育等领域的中产专业人士，以及餐饮、环
保、汽车美容、市场销售等基层领域的从业
人员，实地的参观让大家对大湾区的未来发
展充满期待。

从事餐饮行业的陈伟杰，亲眼看到持续
近三个月的非法暴力行为对香港经济民生造
成的严重影响，听到此次湾区行活动，他第
一时间就报了名。

“我反对暴力，希望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像
我们一样，到内地走走看看，加深与内地的
沟通了解，我们都是一家人，应该一起在大

湾区里合作共赢。”陈伟杰说。
在宝安华丰华源科技创新园，10 位香港

青年的创业项目已经正式入驻，在这里他们
将享受到租金、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后续
还将有40名香港创业青年入驻。

香港青年伍忠豪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软
件开发团队在这里租用了 600 平方米的办公
区。“前半年不交租金，半年以后只需要一半
的租金，而且位置就在地铁边上。”伍忠豪介
绍，在这里创业，自己预算成本大幅减少，
大大减轻了压力。

接下来，考察团将在广州与各有关部门
全面对接了解港澳青年发展政策，并走进珠
海横琴自贸片区了解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政策
环境。回到香港后，考察团成员将与特区政
府有关官员对话，反馈帮助香港青年发展、
支持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诉求和政策
建议。

据新华社澳门 9 月 7 日电 （记者郭
鑫）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三十
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7日晚正式开幕。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今年的烟
花比赛汇演以“莲花二十·烟花三十”为主
题，参赛队伍由10支增加到12支，将陆续奉
献 12 场精彩演出，参赛队数和表演场次均
创下历届新高。

7 日晚，来自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两
支烟花队伍分别在旅游塔对出海面上演烟
花秀，揭开了整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序
幕。很多市民和游客来到旅游塔附近一睹
开幕表演的盛况，现场人头攒动。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在开
幕式上致辞表示，澳门每年都会邀请世界
各地的高水平烟花队伍参与烟花比赛汇
演，也和民间团体、业界合作举办相关活
动，并不断为烟花比赛汇演注入新的元素，
力求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多元化的体验。

文绮华表示，对于澳门来说，国际烟
花比赛汇演是一个珍贵的项目，30年来每
一届赛事都为观众留下美丽的时刻。旅游
局将致力于将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打造成为
世界知名的年度盛事，从而提高澳门的国
际知名度，希望这一赛事如同明珠一般为
澳门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光发亮。

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开幕

“很新鲜、很振奋、很期待”

香港青年组团考察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

据新华社南宁电 （记者潘强、朱丽
莉） 泛珠三角“9+2”各方9月6日在南宁
达成共识：要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同推动“一
带一路”有机衔接。这是各方共同确定的
年度重点工作内容。

6 日，2019 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与会各方
围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泛珠
合作发展”展开讨论，并确定了六项年度
重点工作：一是携手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二是加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三是加
强产业深度协作，构建区域协同的产业体
系和创新网络；四是深入推进区域旅游合

作；五是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六是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是经国务院批准，2004 年由福建、江西、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
云南等九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
区 （简称“9+2”） 共同推动成立的一个
重要区域性合作交流平台。

各方一致认为，接下来泛珠各方要紧
抓机遇，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区域
合作机制上实现更大作为，按照高质量发
展要求共同推动泛珠合作向纵深发展，结
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会议决定，2020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由海南省承办。

新华社香港9月7日电 因涉嫌焚烧
国旗被香港警方日前拘捕的一名男子，7
日早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出庭受审。裁判
官押后案件再审，被告不准保释，还押监
房看管。

香港警方早前拘捕一名22岁男子，涉
嫌 9 月 1 日在东涌焚烧国旗、横幅、杂物
及水马 （塑料制壳体隔栏） 等。他被控刑

事毁坏、串谋侮辱国旗、串谋纵火及纵火
罪，7日早上于九龙城裁判法院出庭受审。

裁判官押后案件至 11 月 15 日再审，
以待进一步调查，包括鉴证现场检获的
伸缩警棍、疑似气枪等，以及查阅闭路
电 视 片 段 ， 追 查 被 告 八 达 通 交 通 卡 记
录。因案情严重，证据充足，被告不准
保释，须还押候审。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泛珠三角区域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不准保释

涉嫌焚烧国旗的香港男子出庭受审

本报电（记者柴逸扉） 记者近日从东
莞市委台港澳办获悉，截至2018年底，广
东省东莞市正在经营的台资企业一共有
3780 家，相比 2016 年增加了 242 家。6 年
来，东莞的台资企业数量一直稳定在3400
家以上，台资已经成为东莞的第二大外
资，历年累计合同利用台资 212.86 亿美
元，实际利用台资 200.29 亿美元。同时，
目前东莞的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已储备
139个青创项目，其中已完成落户注册101
家。青创示范点已入驻 18 个台湾创业团
队，台湾青年创业初步形成集聚效应。

近年来，东莞正在加快建设松山湖两

岸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地、松山湖海峡两
岸青年创业基地、滨海湾粤港澳台青年创
新创业城，全力打造粤台金融合作试点城
市，还将全面落实为台湾同胞提供全方位
支持和服务的“莞台 77 条”，吸引更多台
商台企来莞发展壮大、更多台湾青年来莞
就业创业。

东莞还建立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挂
钩联系重点台企机制，广泛了解台商实际
困难，并联合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建立辅
导、融资、内销、人才、协调五个平台，
在帮助台企提升自身创新发展能力、开拓
内销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新华社香港9月8日电（记者陈昊佺） 早
上7时的香港，繁华都市还未完全苏醒，维多
利亚港在清晨雾气笼罩下依然朦胧，但湾仔
金紫荆广场上早已聚集了数百名市民，等待
着参加8时举行的升旗仪式。

此次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由香港升旗队
总会主持。香港升旗队总会理事兼副总监黄
凤意向记者介绍，自从香港回归以来，金紫
荆广场上每天都会举行升旗仪式，特区政府
从 2008 年开始邀请青年团体在每月第二个星
期日在广场负责升旗，香港升旗队总会便是
被邀请的负责团体之一。

“这在当下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升国旗
仪式可以让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理解和尊重国家，增强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
身份认同。”黄凤意说。

今年 63 岁的香港市民曾素玉早早就领着
二十多个街坊赶来参加升旗仪式。她说，自
己看到最近香港有人侮辱国旗、国徽，内心
十分气愤，所以约上朋友一起参加升旗仪式。

“我们这群老街坊可是付出了几十年的努
力才把香港建设得繁荣安定，怎么能由着这

么一小部分人把我们的家毁于一旦。”曾素玉
说，“我们或许是‘沉默的大多数’，但遇到
这种事情不可能不发声。”

临近8时，广场上的市民越聚越多，其中
不少人身穿红衣，手持国旗，兴奋地在“永
远盛开的紫荆花”（金紫荆） 雕塑下自拍留
念。而身穿海蓝色制服、佩戴金色绶带的升
旗队员们更是成为人群焦点，屡屡被现场群
众邀请合照。

7时 55分，《歌唱祖国》 伴奏响起，现场
近千名观礼群众自发合唱。“歌唱我们亲爱的
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嘹亮的歌声响彻
维港，直到音乐伴奏结束，市民的歌声仍未
停息。

在歌声和欢呼声中，由香港升旗队总会
成人队员以及学生队员组成的护旗队将国旗
与特区区旗送抵广场旗杆下。

“向国旗敬礼！”一声令下，五星红旗和
紫荆花红旗在 7 时 59 分徐徐升起。观礼群众
全体肃立，高唱国歌，注视着两面红旗在八
点准时升至旗杆顶端。“中国万岁！”现场市
民高喊口号，挥动自带的国旗，广场仿佛变

成红色的海洋，与飘扬在蓝天上的两抹鲜红
交相辉映。

今年 13 岁的萧同学是护旗队中的一员。
他认为，参与升旗仪式是为国家出力，是一
项光荣的任务。“国旗是不容践踏的，需要我
们去尊重珍惜，那些挑起事端污损国旗的人
十分可耻。”萧同学说，他已经把守卫国旗当
成自己的责任。

香港升旗队总会成立于 2002 年，致力于
推广学校及团体的升旗文化，让学生和社会
大众通过亲身参与，认识国家、关心国家，
增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是专注在教育界进
行升国旗教育的青少年制服团体，多年来在
全港中小学协助成立了420支升旗队。

“我们一直觉得在青少年学生群体里推广
升国旗文化非常重要。”黄凤意表示，“即使
在最近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很多学
校里的学生还是能保持端正态度参加升旗仪
式。这体现了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在未来
也会继续努力推广升国旗文化。”

黄凤意说，关键是要通过庄严的升旗仪
式，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旁国旗飘扬
本报香港9月8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日前就打破困局提出四项行动，香港社会各界
纷纷表示支持。这两日，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分别在网志刊文，呼
吁广大市民真诚沟通、理性对话，让社会尽快走出困局，保障

“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续写香港繁荣稳定新篇章。
“香港社会正需要强大的正能量，我诚盼社会各界放下

成见，与政府携手，努力为香港寻找出路，让东方之珠继
续闪耀生辉。”张建宗在网志中说，香港当前正处于维护

“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希望广大市民支
持特区政府提出的四项行动，帮助香港从困局中走出一
步，并挺身对暴力说不。

他强调，四项行动是与社会一起前行的起点，但此举
并非是向暴力妥协。止暴制乱乃当务之急，任何人都不能
因不满公然违法，更不应诉诸暴力或将暴力合理化，“暴力
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区政府支持警队严正、果断
执法，捍卫法治，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张建宗指出，政府锐意通过认真理性对话，与市民一
起寻找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方法。希望通过坦诚、认真沟
通，更深入、更直接地与不同市民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化
解社会矛盾，“对话并非‘公关秀’，更非拖延手法”。

陈茂波在网志中呼吁，要尽快让香港走出目前局面，
大家必须务实协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的四项行动，
虽然不能瞬间、完全解决当下困局，但踏出了积极正面的
一步，希望大家能放下分歧、停止暴力，以对话代替对
立，为香港社会寻找可行、具建设性的出路。

他指出，过去数月香港发生的社会事件，特别是持续
不断的暴力冲击，严重打击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也重创了
本地经济。虽然日前特区政府为协助中小企业推出了融资
担保等一系列新举措，但只能缓解它们经受的部分压力，

“必须推动大环境转趋稳定，没有暴力冲击和堵塞交通基
建，大家愿意合力应对经济挑战，香港社会才能真正有喘
息空间，走出困境。”

陈茂波说，“一国两制”是香港赖以成功发展的根本制
度，香港基本法保障了市民的自由与权利，同时也保障社
会秩序、市民财产和人身安全，不能姑息暴力和破坏社会
安宁的行为，持续的暴力会蚕食香港的核心价值和制度优
势，“保障‘一国两制’全面准确落实，最符合香港和国家
的整体利益。”

郑若骅在网志中指出，放下分歧才可以解决问题。尽
管社会上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但相信怀有一颗爱香港这
个家的心，放下成见，理性对话，互相谅解，大家就可以
一起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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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人士慰问驻港官兵

东莞近六年台企数量稳居3400家以上

9月8日，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人们参加升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