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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9月24日电（记者李鲲、张宇
琪） 香港医学界代表团于23日至24日在天津访
问交流。期间，代表团一行13人与天津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天津市医学会进行了座谈交流，
并赴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地参观。

在天津市儿童医院，香港代表团在门诊患
儿服务中心及门诊大厅参观了解了智慧门诊和
自助机，并走进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和住院患儿
服务中心。

天津市儿童医院院长刘薇向香港代表团介
绍了智慧门诊，就诊儿童的家长在手机端即可
实现分时段预约、挂号、医疗费缴付、检查报
告结果查询，也可在医院的自助机上办理。

“内地在运用科技提升医疗服务上让我印象
很深刻。”香港医学会前会长谢鸿兴说，智慧医
疗可为患者就医省去不少麻烦。

在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每个空间都充满童
趣，孩子们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海洋乐园里完成

健康体检。“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进行检查时，我
们会播放一些童趣视频，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保证检查顺利完成。”刘薇说。

代表团成员钟少石医生在得知儿童医院的
服务涉及医疗、预防、健康管理、心理咨询等
时，他表示，该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很全面，
涵盖了儿童健康问题的方方面面。

天津市儿童医院作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
医院，服务辐射整个华北地区。香港医学会副
会长林哲玄说：“天津的大医院辐射范围广，在一
些特殊疾病上的经验较多，此次交流收获很大。”

此次来津交流，香港医学界代表在座谈会
上，就香港医疗概览和管制、注册医生的规
管、麻醉培训和妇产科医生的培训进行了分享。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富霞说，一直
以来，津港两地卫生交流非常密切，双方在全
科医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中医药等方面
不断深化交流。

“希望香港的年轻医生多来内地看看，将内

地的先进经验带回香港，也将香港的经验带到
内地。”林哲玄说，未来有机会将推荐医学生来
内地学习交流，了解内地医疗的发展，也体验
感受内地的生活。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刘先夺
说，这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加深了津港两地在
医疗方面的了解，通过交流，对天津在医院管
理、专科医师培训和分级诊疗制度建立上有很
大启发。

此外，代表团一行还赴天津市南开区华苑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观了香港联合医务集
团天津华苑工作室。该中心自今年 5 月以来与
香港联合医务集团展开合作，目前共有 6 名香
港医生轮流进行授课培训，并为社区百姓提供
诊疗服务。

据了解，为推动津港卫生交流，促进行业
发展，天津市医学会已连续两年邀请香港医学
界代表来津，截至目前，已有近40名香港医学
界代表来天津访问交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日参加公开
活动时表示，面对当前香港经济上的挑战，特
区政府十分关注中小企业及市民在疲弱经济环
境下所承受的压力，推出了一系列“撑企业、
保就业、纾民困”的支持措施。多位官员也分
别在网络上发文表示，特区政府正投入大量资
源，致力改善民生与促进经济发展。

撑企业：降成本促融资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形势的好坏
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生存。面对众多中小企业遭
遇的困境，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为他们解困。

在降成本方面，特区政府前不久提出对 27
类收费项目进行豁免，为期12个月，可以惠及
海事、物流、零售、餐饮、旅游、建造、渔农
等多个行业。在土地短租、街市摊位、餐馆和
零售商店、货物装卸停泊位、渔农批发市场摊
位等方面，特区政府为使用者减免了 50%的租
金，为期 6 个月。相关举措大大减轻了中小企
业和商贩们的负担。

面对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特区政府把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计划”下“特别优惠措施”
的申请期，以及去年推出的三项优化措施的有
效期，延长至2022年6月30日。同时，特区政
府还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计划”下开设新的
信贷担保产品，由政府为核准的贷款提供九成
的信贷担保，协助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尽快获
得贷款。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
示，特区政府共有40多个不同的基金能够为中

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总财政承担额达 350 亿
港元。他们将简化这些基金的申请手续，为更
多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此外，特区政府还为“发展品牌、升级转
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和“中小企业
市场推广基金”加码，助力中小企业对外开拓
商机、升级转型。

保就业：推项目育人才

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日前发
文表示，香港正面对双重暴风内外夹击的不利
处境，他呼吁港人沉着应对逐渐临近的“经济
暴风”，其中保就业是首要目标。

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区政府正加快推
出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改善码头计划、改善帮
助长者维修自住物业的津贴计划、楼宇更新大
行动第二期以及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消防安
全改善工程计划。这些计划有助于增加工作岗
位，为香港市民提供新“饭碗”。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基础设
施工程是特区政府的主要开支之一，增加小型
工程项目的投资有助提升香港综合竞争力、推
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更可发挥“逆周期”
扩张开支对经济的提振作用。

为了让失业者尽快找到新工作，相关部门
正筹划推出特别培训计划，协助因行业不景气
而失业的人员。为了提升香港人才的竞争力，
香港发展局于今年 7 月成立精英学院，头两批
学员已先后于8月及9月到英国牛津大学参加课
程。“基础建设与培育项目管理人才，都是对香

港未来的重要投资，特区政府会用心做好，推
动香港继续向前迈进。”陈茂波表示。

纾民困：顾住房发津贴

经济不景气直接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
为减轻市民的生活负担，特区政府出台了诸多

“利民纾困”的措施。
向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士发放津贴，为幼

儿园、小学、中学学生提供津贴，为电力住宅
用户提供电费补贴，为其他符合条件的低收入
群体提供一次性生活津贴……日前，特区政府
推出总计逾 130 亿港元的举措，帮香港市民护

“荷包”。
面对香港“居住难”的问题，特区政府采

纳扶贫委员会的建议，将对居住在“劏房”（即
打隔断的出租房） 的低收入家庭加码资助。届
时资助计划将新增3人、4人或以上住户这两个
级别，相应住户可获上限分别为 11500 港元及
13000港元的资助，预计约有2.4万名住户受惠。

在宪报刊登实施空置税的条例草案、收回
土地推行市区重建项目、为收入较低的公租房
租户代缴一个月租金……在特区政府的推动
下，一系列涉及缓解住房问题的措施正在出台
并逐步实行。

“特区政府正筹备对话平台，行政长官和司
局长即将走入社区与市民对话，就长期积压的
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与市民一起探讨解
决方法。”陈茂波说，他希望在和平、理性和互
相尊重的环境下，大家集思广益，使政府制订
更有力的政策措施。

撑企业 保就业 纾民困

特区政府多措并举提振香港经济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台北9月24日电（记者任
成琦、冯学知） 2019福建文化宝岛
行——“福石传缘”两岸寿山石交
流活动今天在台北拉开帷幕，来自
海峡两岸的百余名工艺美术大师、

“非遗”传承人及寿山石爱好者参加
活动，共叙两岸文化情缘。

寿山石雕艺术是福建省工艺美
术的杰出代表，本次活动特邀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叶子贤、林飞、陈益
晶以及国家级“非遗”寿山石雕代
表性传承人陈礼忠等13名寿山石名
匠入岛，通过展览、座谈、收徒等
形式开展交流。福建省闽台文化交
流中心主任黄星在开幕式上说，“希
望通过入岛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增加台湾同胞对福建工艺及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
推动闽台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福州
闽台家园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执
行长李宛芯认为，台湾年轻人平时
接触大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非
常少，难得有机缘跟大陆名师匠人
面对面交流，甚至拜师学艺，这次
活动无形中增进了他们对中华文化
的了解和认同。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
承办，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
会、福州寿山石行业协会及闽台家
园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协办，活
动将持续至27日。

福建寿山石文化走进宝岛

香港医学界代表团访津
共话津港两地医卫交流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欢） 香
港绿色金融协会 9 月 23 日在港举行
了2019年度论坛，主题为“拓展大湾
区绿色金融新机遇”。协会主席马骏
在论坛上表示，国家对于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蓝图为绿色金融行业发展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协会正积
极发挥平台功能，推动大湾区孵化
更多有利于整体发展的绿色项目。

今年初出台的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要“支持
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马
骏表示，国家对于大湾区的发展蓝
图为该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刺激香港银
行、投资管理、保险、私募股权行
业绿色业务增长。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表示，未来，特区政府希望在香
港绿色金融协会的助力下，继续为
香港金融机构创造条件开拓绿色商
机，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为整合多方力量进一步促进大
湾区绿色发展，香港绿色金融协会
23日公布，将成立“大湾区绿色金

融联盟”。联盟成员包括香港绿色金
融协会、广东绿色金融专业委员
会、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澳门银行公会。

“联盟将牵头进行项目研究，融
合广东巨大的绿色投资需求、香港
和澳门的绿色金融实力，孵化惠及
大湾区的绿色投资项目。”马骏说。

据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介绍，拟
成立的联盟已经锁定大湾区内四大
绿色金融项目：绿色供应链发展、
大型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水风险分
析标准化、绿色建筑。

与会业界人士普遍认为，香港
与深圳、广州及澳门携手，有望在
未来数年内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
全球最具活力的绿色金融市场。

香港绿色金融协会成立于 2018
年9月，目前成员包括113家香港金
融机构、环保企业、服务提供者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协会旨在动员行
业资源和人才，推动绿色金融业务
和产品创新，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制
定的绿色金融政策，助力香港打造
国际绿色金融中心。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李寒芳） 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第十七次海外统促会会长会议近
日在北京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多
位港澳统促会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祖国好，港澳好。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荣
辱与共，七十载同发展、共进步，尤其回归后，
有伟大祖国作后盾，凭借“一国两制”优势，不
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期待未来更上一层楼。

199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50周年时，中国侨联
副主席、中国统促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就来
北京参加观礼，此后基本年年不落来京参加国庆
活动，今年也将现场见证庆典盛况。

卢文端说，70 年来，祖国取得了伟大成就，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其中也有香港的独特贡献。“一国两制”在香
港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近些年来，香港通过参
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获得了重
大的崭新机遇，香港年轻人从中可以找到更多创
业和就业机会。

中国统促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邱伟铭的名
片上印着“共筑中国梦”的字样。他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都会在北京，要在祖国的心脏亲身感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气氛。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邱伟铭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港实践 22
年，完全证明这个伟大构想是科学的和充满生命
力的。希望香港年轻人能回顾香港和祖国发展的
脉络，理性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只要把个人前
途与国家发展和香港优势结合起来，努力付出，
就一定会大有作为。

对澳门地区中国统促会监事长陈健英而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双喜临门”。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幸运的是我躬逢其

盛。”他回忆说，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曾经寄信
都要写“通过香港”，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澳门。
澳门在回归祖国前后有着巨大反差，一个根本原
因就是“一国两制”给澳门带来的红利。

陈健英十几次参加了国庆观礼，今年也接到
了邀请，对即将见证的“盛世盛典”充满期待。

“澳门人要衷心维护好‘一国两制’，支持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把澳门发展与‘一带一路’、粤
港澳大湾区、珠海横琴自贸区等建设更好连接起
来，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搭乘祖国前进
的列车。”陈健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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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绿色金融协会论坛聚焦大湾区市场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郭鑫） 第
16 届“中国内地优秀电影展”9 月
23日晚在澳门旅游塔开幕。

影展开幕当晚放映了中国和哈
萨克斯坦合作拍摄的电影 《音乐
家》，该电影描述了在澳门出生的著
名音乐家冼星海晚年在哈萨克斯坦
的经历。另外 7 部展映影片将从 24
日起一连7天公映，免费招待观众。

“中国内地优秀电影展”是澳门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由中国电影
基金会、澳门影视传播协进会主
办，国家电影局、澳门中联办支持
举办。

本次参展影片爱国主义题材鲜
明，包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
别摄制的影片《决胜时刻》《烈火英
雄》《港珠澳大桥》，创造高票房的
动画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

《老师·好》《妈阁是座城》等。
此次来澳门参访交流的中国内

地电影代表团由阎晓明任团长，成
员包括导演李少红、张栾，以及演
员梁天、于小彤、姜宏波、杜志国
等。除了影片展映，代表团成员还
将走访澳门科技大学和城市大学与
师生交流，并参加大湾区影视发展
论坛。

内地优秀电影在澳门展映

9月24日，一场爱国快闪活动在香港太古广场举行。大批香港市民高唱爱国歌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香港举行爱国快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