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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四部門：對接現代產業建設 拓寬就業渠道

補貼職訓 灣區企業助港青提升技能

人才缺口大
•急需緊缺人才職位57720個

香
▼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校（港 專）與 華 潤 集 團 舉 辦 大 灣 區 創 業 培 訓 計
劃，逾 名學員 月 日從香港出發到深圳實習 星期。

灣區內地九市
最愛哪類人才？

全 面 支 援

大灣區

【大公報訊】國家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
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務院
港澳辦等四部門近日印發意
見，從四方面支持港澳青年
在大灣區就業創業。意見提
到，促進港澳青年到粵港澳
大灣區就業創業，是增進港
澳同胞民生福祉、助推港澳
與內地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
舉措。在拓寬就業渠道方
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現代
產業體系建設，引導港澳青
年到各類企業就業；同時充
分調動大灣區企業優質培訓
資源，為港澳青年提供高質
量技能培訓，按規定給予職
業培訓補貼支持。

•涉及316類職位和403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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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新社、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9月23日，上述四部門印發《關於支
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
施意見》。意見聚焦港澳青年宜業發展和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
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創業支持體系和便
利舉措。意見提到，港澳青年是指45周歲
（含）以下、具有中國國籍的港澳居民。
一是拓寬就業渠道。對接粵港澳大灣
區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特別是先進製造
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發展
開發就業崗位，及時發布人才需求目錄，
引導港澳青年到各類企業就業。配合香港
特區政府實施好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 ，引導在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均有業
務的企業招用香港青年。
二是支持創新創業。為有創業意願的

•需求人才總量331731人
其中：

↘製造業：199680人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
24063人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12574人
↘建築產業：12068人
↘批發和零售業：12017人

學歷需求高
•本科學歷需求比例20.90%

•研究生學歷需求比例3.33%

港澳青年提供有針對性的創業培訓，助推
港澳青年提升創新創業能力。根據港澳青
年創業意向和創業領域，推薦合適的創業
項目，提供諮詢輔導、跟蹤扶持、成果轉
化等 「一條龍」 創業服務。

灣區就業港澳人士任導師
三是提升就業能力。充分調動粵港澳
大灣區企業、職業培訓機構等優質培訓資
源積極性，為有培訓需求的港澳青年提供
高質量技能培訓，支持其提升職業發展能
力，按規定給予職業培訓補貼支持。依託
公共就業人才服務機構職業指導力量，並
引入一批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的港澳籍人
士擔任職場導師，豐富拓展針對港澳青年
的精細化職業指導，介紹產業需求、就業
環境、支持政策、求職路徑，提供求職方

法指導。鼓勵粵港澳大灣區用人單位為港
澳青年提供就業見習崗位，支持其提升實
踐能力，對開展見習的單位參照吸納內地
青年按規定給予就業見習補貼。四是優化
就業服務。允許失業港澳青年在常住地、
就業地、參保地進行失業登記，享受政策
諮詢、職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服務等。
隨着 「十四五」 開局，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實現產業體系
向 「大而強」 「大而優」 轉型跨越，深化
大灣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引領和示範
作用。廣東為此提出將加強與港澳服務業
合作，依託港澳現代服務業優勢，以航運
物流、金融服務、文化創意、會議展覽及
會計、法律、諮詢等專業服務為重點，構
建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協作配套的現代
服務業體系。

•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才需求
↘金融業：85.48%

專人跟進 前海支援一條龍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62.13%
↘教育培訓業：54.65%

高技術渴市
•大灣區內地九市需求排名前3
職位：
①產品開發師
②渠道經理
③軟件工程師
•廣州、深圳、珠海最緊缺職
業：
程序員／軟件工程師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急需緊缺人才目錄》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
賢深圳報道：前海成為港青
內地創業的熱門選擇，日前
公布的《前海方案》，又明
確了前海未來發展目標、
「擴區」 的實施範圍等四大
方面、十一條舉措，為港澳
企業融入內地市場提供更強
有力的支持。
事實上，作為 「特區中
的特區」 ，前海一直堅持
「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
向世界」 ，和香港進行制度
創新和規則銜接，吸引眾多
港企落地、眾多港人創業。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8月，前
海合作區累計註冊港資企業
1.15萬家。前海合作區已成
為與香港關聯度最高、合作

最緊密區域之一。
前海的深港夢工場裏，
憑藉其場租減免、創業資
助、住房支持等扶持政策，
正在成為深港創業青年的發
展溫巢。據了解，目前夢工
場已累計孵化創業團隊524
家，其中香港團隊245家；累
計發放港澳青年專項扶持資
金共計9000多萬元。
前海融創孵化器創始人
郭龍表示，前海給創業港青
提供從落地到發展、融資方
面 「一條龍」 服務，政府或
者自貿區的管理者還會安排
相應的負責人協助解決問
題。而且前海的環境有很多
香港元素，港青更容易適
應。

太空油罐車延長衛星壽命
【大公報訊】據澎湃新聞報道：正
目前，大部分的 「報廢」 衛星都是受限
需補加50公斤燃料，就可以延長大約一
在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
於自身燃料攜帶量不足，被迫提前結束
年的壽命，這與重新發射一顆地球靜止
覽會上（珠海航展）上，中國航天科技
「生命」 ，而燃料補加技術的突破，目
軌道衛星的造價相比，成本降低了
集團八院展出的一款 「神器」 ── 「太
的就是要大大延長衛星的工作壽命。
35%。
空油罐車」 引人關注。它的正式名字叫
據八院805所設計師介紹，此次亮
從結構上看，在軌補加飛行器前端
補加服務飛行器，其使命就是為地球靜
相珠海航展的 「補加服務飛行器」 ，專
裝有雷達和相機組成的導航系統，具備
止軌道衛星補充燃料，為其延長壽命。
職從事衛星燃料的 「上門補加服務」 。
「自動駕駛」 功能。當收到燃料短缺的
地球靜止軌道位於赤道上空約3.6
補加飛行器可一次性攜帶1.3噸燃料，
衛星發出的求助信號後，飛行器在地面
萬公里處，中國的風雲二號和風雲四號
對於一顆 「燃料告急」 的衛星來說，只
調度系統的導引下，到達衛星後方，利
系列氣象衛星就是運行於這條軌
用導航系統自主跟蹤並接近衛
道的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它們全
星。在到達距離衛星大約2米以
天候提供天氣預報、電視轉播、
內時，在機械臂的配合下，實現
移動通信、全球導航等服務，造
與衛星補加口的緊密連接，將燃
價也十分高昂，高達數十億元。
料輸送給衛星。
正因如此，如何保證地球靜止軌
本次珠海航展上，與補加飛
道衛星的壽命，顯得尤為重要。
行器一起首次亮相的，還有配套
通常，衛星在發射時會一次
的 「停靠補加裝置」 ，這是飛行
性攜帶相當於十幾年壽命的燃
器執行在軌補加任務的關鍵技
料，進入太空以後，燃料越用越
術，也是中國首個應用於衛星的
少，燃料耗盡後，衛星的壽命就
新型對接機構，它將通過與衛星
結束了。可以說，燃料的儲備直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八院展出的一款 「神器」 ── 「太 實現緊密可靠連接，為補加服務
接決定着一顆衛星的使用壽命。 空油罐車」 引人關注。
飛行器進行補加任務創造條件。

深邀專家 為港青指點迷津
【大公報訊】記者胡永
愛深圳報道：香港深圳青年
總會近日聯合香港寶安青年
創業聯會，在寶安區深港澳
青年基地舉辦互聯網新媒體
培訓講座，助力港青融入灣
區建設。
會上，四位在深從事新
媒體行業的香港青年分享其
對 新 媒 體 營 銷 、 個 人 IP 打
造、企業新媒體矩陣打造等
問題的看法和經驗，並對新
媒體趨勢進行深入淺出的解
讀，幫助香港青年商家了解
內地互聯網新媒體的新動
向。40餘名香港創業青年和
香港企業管理人員在線下參
與本次活動，上千名香港青
年則通過線上觀看了此次講

座，收穫頗豐。
近幾年，深圳一直在積
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努力為港青創業就業提供發
展空間。深圳當地政府會聯
合灣區服務機構、孵化器
等，定期為港人普及相關補
貼及優惠政策，提供創業支
援服務。

▲在深圳南山創業的港青正
在接待香港大學生暑假交流
計劃的學員。
新華社

首顆國產探日衛星 最快月內升空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盧靜
怡、黃寶儀、帥誠珠海報道：第十三
屆珠海航展上，國產首顆太陽探測科
學技術試驗衛星亮相，預計最快今年
10月發射升空，將標誌中國進入 「探
日」 時代。
現場工作人員表示，這顆名為
「太陽Hα光譜探測與雙超平台科學技
術試驗衛星」 主要有兩項任務，一個
是在軌對太陽進行一個Hα波段光譜成
像觀測，另外一個就是驗證超高精度
和超高穩定度的一個衛星平台技術，
它入軌之後將會提供國際上Hα譜段的
太陽成像。
該衛星發射後，將實現國際首次
全日面Hα波段光譜成像觀測；同時該
衛星將首次在軌應用磁浮技術，實現
平台艙、載荷艙可分離式構型設計，
可實現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穩定度，
對中國衛星空間科學探測及衛星技術
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工作人員表示，人類目前對太陽
活動的機理掌握程度不夠，亟需獲得

更精確的觀測數據，才能進一步地揭
示太陽爆發和日免物質拋射等現象背
後的物理機理。
這顆太陽探測科學技術試驗衛星
未來還將與中國的綜合性太陽探測衛
星「先進天基太陽天文台（ASO-S）」，
形成觀測層次和觀測波段的有效互
補，共同揭示太陽的奧秘。

▲國產首顆太
陽探測科學技
術試驗衛星亮
相航展。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攝

掃描二維碼
了解探日
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