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深圳
市前海管理局將推出連串惠港舉措，涵
蓋住房、創業、平台、金融、科創、落
戶、服務、民生九個方面。這是深圳前
海對香港發揮產業及人才優勢、進一步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提供的實質支持，香
港各界要積極行動，抓住機遇，順勢而
上，在 「以己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的
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的發展，創造新
的輝煌。
前海在短短十多年內脫胎換骨，成
為大灣區內的一顆耀眼明星，這是深圳
發展一日千里的縮影。前海也是港人融
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重要平
台，惠港政策在前海 「先行先試」 ，成
熟後再擴大到其他城市。目前，在前海
註冊的港資企業有一萬多家，前海實際
利用港資佔其實際利用外資的九成以
上，可以說，港資撐起了前海的 「大半
壁江山」 ；同時前海也成為港青創業的
「夢工廠」 ，約200家港企在此孵化成
長，前海因此成為與香港關聯度最高、
合作最緊密區域之一。
去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改革開放方案》，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
不足15平方公里擴展至120平方公里，
為港人港資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此
次前海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做的九件
實 事 ， 包 括 為 香 港 人 才 提 供 400 套 住
房、為港青提供800個就業崗位等等，
實實在在，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
園」 。前海發展是香港的又一機遇，為
香港人才及企業提供更多更大的發展空
間。事實上，大灣區內十一個城市，各
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及發展定位。區
內資金、人才等市場要素的流動日益頻
繁，這種流動不會是單向的，而是多元
及多向的，最終通過市場 「無形之手」
及政策上的引導，實現資源的最佳配
置，產生協同效應、規模效應，實現大
灣區的全面發展。
創新科技是香港的主攻方向，但香
港發展創科不能靠單打獨鬥，必須引天
下之 「才與財」 而用之，首先當然是善
用大灣區內的資源。正如有專家指出，
香港產業結構單調，服務業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九成以上，私人企業對創科的興
趣不高、投入很低，這正是歷屆特區政

府推動創科但創科發展卻長期不溫不火
的癥結所在。要突破這一局面，可考慮
引入 「過江龍」 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
深圳市政府此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香港
借鑒，通過吸引內地大型科企入駐，帶
動上下游企業，發揮集群效應。
另一方面，香港發展創科也需要積
極吸引人才。並不是說香港缺少人才，
而是人才分不同類型，香港擁有多所國
際排名靠前的大學，有很不錯的基礎研
究能力，香港的人才主要為學術研究
型，但發展創科還需要產業導向型人
才，這種人才必須擁有企業經驗，擅長
將科研成果市場化，深圳擁有大量這類
人才，兩地完全可以取長補短。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
為香港提升核心競爭力提供前所未有的
機遇。而內地構建發展新格局，實現更
高層次對外開放，香港擁有的市場化、
法治化、國際化優勢至關重要，不可替
代。香港作為聯通內地、連結全球的重
要樞紐，未來的舞台更為寬廣，前途更
為光明。但關鍵是要積極行動起來，與
其他地區緊密合作， 「拼船出海」 ，共
同實現更大的發展。



抓住前海機遇 實現融合發展

慶祝不能忘抗疫
臨近 「七一」 ，香港節日氣
氛濃厚，各處紅旗招展、彩燈高
掛，市民的臉上洋溢着笑容。但
慶祝之餘不能放鬆抗疫，特區政
府宣布延長現行限聚措施，由本
月30日至下月13日，正是提醒全港
社會要繃緊抗疫這根弦。
香港疫情呈現持續反彈的勢
頭。昨日新增1719宗本地確診個
案，輸入個案則為154宗，這也是
香港連續13日破千。最令人關注的
是，昨日三間安老院舍新增確診
個案；335間學校呈報464宗個案，
其中7間學校出現集體傳播，個別
班級需要暫時停課。污水檢測顯
示，全港多區污水呈陽性反應，
且病毒量增加；屯門一家食肆爆
疫群組感染的是Omicron變異病毒
株。種種跡象預示本港疫情有進
一步擴大之勢，日增2000宗確診個
案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
雖然說，確診者大部分症狀
輕微，入院、重症及需要深切治
療的患者尚未急增，醫療系統能
夠應對。但一旦感染數字進一步

增加，入院、重症的個案勢必隨
之上升，公共醫療系統受到的壓
力將不斷加大。香港 「一老一
幼」 疫苗接種率偏低，意味着更
大的風險。
受惠於前兩階段的放寬措
施，香港生活正恢復正常。當
然，沒有人希望復常之路被打
斷，商家更不願意看到抗疫措施
再收緊。然而，願望是一回事，
現實是另一回事，病毒傳播不以
人的意志為轉移，心態愈是放
鬆，疫情蔓延風險愈高，西方社
會的復常伴隨着感染及死亡人數
的大幅上升，已是前車之鑒。香
港抗疫必須以 「生命至上」 為原
則，必須堅持到底。
客觀現實決定了香港必須延
續目前的限聚措施，必要時還應
進一步收緊。由於有關措施跨越
新一屆政府任期，因此這應是諮
詢了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並得到
同意的結果，反映新一屆政府將
堅持抗疫為重的大方
龍眠山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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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毓偉籲創新思維 把握向上流機遇

灣區是港青大展身手好地方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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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 年以來，香港國際金融、貿
易和航運中心地位得到鞏固提升，創新科技、
文化藝術也正在蓬勃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更
是青年向上發展的大舞台。
在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之際，全國青聯常
委、立法會議員梁毓偉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表示，他作為生於香港、長在東莞的 東莞
通 ，長年往返於內地與香港之間，親睹內地
發展一日千里，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港青大展
身手的好地方。他表示，香港須跳出傳統本土
思維的局限，以創新思維參與全國區域發展的
新格局，才能為香港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幫
助青年上流發展。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黃釔淼（文）
何嘉駿（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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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梁毓偉表
示，希望成為青年與特
區政府溝通的橋樑。

﹂

﹁

80後的梁毓偉，童年時經常
隨家人往返於香港和東莞之間，
見證東莞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
他小學畢業後，隻身到英國留
學，大學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
但對國家和香港的思念卻從未停
止。
「2008年北京奧運是國家的
重大事情，是中華民族的一件盛
事，也是國家發展過程中重要的
里程碑。」 梁毓偉記得當時他仍
在英國工作，因為時差的關係，
經常在上班時間偷偷觀看比賽，
為國家健兒加油。 「興奮、震
撼、激動」 ，他說，當時的心情
至今記憶猶新， 「能夠見證這一
中華民族的百年盛事，欣賞世界
頂尖體育高手的巔峰對決，同時
為國家發展得更強大而高興。」

投入青年服務 傳遞青年心聲
懷揣着對國家的思念，2009
年3月，梁毓偉報名參加了國家行
政學院舉辦的國情班。 「那次國
情班讓我對國家的體制、歷史、
國情以及香港的定位有了全新的
認識。」 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後，他希望能為國家作
出貢獻，於是梁毓偉果斷辭去英
國的工作，選擇回國發展。
後來梁毓偉在東莞發展企業
的同時，有機會參與一些青年活
動，並擔任相應的社會職務，隨
後他就積極參與各項青年服務，
組織各類青年交流活動。2021年
立法會選舉，梁毓偉迎來了新的
轉折點。他表示，特區完善選舉

▲梁毓偉十分關注青年創業問題，早前與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的青創團隊交流。

制度之後，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立法會成為一個務實的議
會，他決定參選希望能 「服務青
年發展，傳遞青年心聲」 ，幫助
青年了解國家及香港發展政策，
亦希望成為青年與特區政府溝通
的橋樑。 「我會積極與青年溝
通，引導青年了解國家發展，促
進青年的愛國心。」

「國家永遠是香港最大支撐」
「國家永遠是香港抵禦風
浪、戰勝挑戰的最大支撐。」 梁
毓偉回顧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這25
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包括亞洲
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衝擊、
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侵襲，
以及非法 「佔中」 、修例風波等
種種挑戰，中央一直支持香港應
對各種困難和危機，化解各種重
大風險。他深刻的感受到，每逢
香港遇到難關，國家都有求必
應。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五波疫
情期間，見識到病毒的可怕與無
情，幸好在這關鍵時刻，國家應
香港特區政府請求，全力支援，
援港抗疫工作以最快速度、最強
力度、最大覆蓋度展開，極大提
振了香港市民抗擊疫情、戰勝疫
情的決心和信心。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歷，梁毓
偉更加堅信香港的命運從來都是
與祖國緊密相連的， 「讓香港年
輕人成為祖國的建設者，同時讓
他們也能深刻認識到香港與國家
是命運與共的，祖國才是我們最
堅強的後盾。」

掃一掃 有片睇

青年工作有學問 區區服務大不同
梁毓偉是 「喇沙
積極 仔」 ，從小在九龍城區長
支援 大。 「小時候陪阿媽去街
市買餸，長大了就在這區
走動，朋友都住在這邊。所以對這一區
很有感情。」 自然而然地，九龍城區成
為梁毓偉參與青年工作的起點。

基層社區應注重經濟支援
從地區工作出身，來到要為全港青

年發聲的立法會議員位置上，梁毓偉直
言每一區的區情都不同，青年服務的發
展方向也不一樣。他舉例說，在條件比
較好的社區，可以更注重傳統的青年發
展，比如實習、交流這類項目。但在基
層家庭比較多的地區，青年工作應該注
重為青年人提供經濟上的保障，或者為
雙職家庭提供支援。 「如果反過來，你
讓青年去學習交流，卻連一些最基本的
學習保障都無法提供，那工作就需要反

思了」 。
新一屆政府將成立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梁毓偉認為方向正確，應該發揮民
政與青年事務的協同效應，在地區層面
針對性地解決當區青年最迫切的問題。
梁毓偉說： 「如果還是青年做青年
的，民政做民政的，那合併就沒有意
義。如何在政策局內部做好溝通工
作，我認為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功
夫。」

香港電競應與灣區城市交流
「人心回歸如同大堤
之基，是實現香港由治及
興的重要目標之一。」 梁
毓偉說，未來會做好青年
的人心回歸工程，加強幫助青年人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給青年創造更多的
機會，讓他們在服務國家建設中實現人
生價值。他提到，加強香港年輕人對國
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除了帶團到內地
實習旅遊外，最重要是激發青年的興
趣，真正投入內地的教育、就業及生活。

創造
機會

激發興趣 投入內地就業生活
梁毓偉回憶說，自己第一次參加青
年交流團時只有十二、三歲。當時他參
加一個北上的青年交流團，乘火車從香
港到井岡山、北京、秦皇島。 「我印象
很深刻，從香港到井岡山坐了十多個小

時，從井岡山到北京又坐了十多個小
時」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梁毓偉說：
「那時候的事都還歷歷在目。我們坐的
是綠皮車，六個人一間，一邊三格這
樣，聽起來很辛苦，但其實很好玩。因
為是第一次參加交流團，也是第一次坐
火車。一班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年輕人，
大家都非常融洽，打成一片。」 有了這
一次的經驗，第二年梁毓偉又參加了前
往南京和上海的交流團。
後來梁毓偉投身青年工作，與同事
霍啟剛帶團到天津踢波，一班年輕人都
十分興奮，因為在那兒沒有香港 「炒
場」 的情況，而且是球場任你踢。同團
的青年人一直跟他說，在香港很少有機
會能在綠茵草地上盡情踢球。這件事令
梁毓偉覺得應該要把握青年的心理，真
正了解他們的興趣及理想，一方面能讓

他們了解現在與未來的工作及事業發
展，另一方面令青年更了解祖國的發
展，增加他們的投入度和歸屬感。
梁毓偉說，香港必須跳出傳統的本
土局限，以創新思維參與全國區域發展
的新格局，才能為香港經濟增長注入新
動力，亦能幫助青年向上流動發展。他
舉例說，有青年跟他說很喜歡 「打
機」 ，希望未來可以從事電競行業。香
港電競行業近年漸漸起步，與多個國家
舉辦電競比賽，前景明朗，但氛圍遠沒
有內地那麼濃郁，機會也沒有內地多。
他認為，香港電競應該與大灣區內地城
市合作交流，設立粵港澳青年培訓基
地， 「青年人放飛最大的夢想，享受最
好的扶持」 。他相信只有乘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 「東風」 ，才可以讓香港電
競行業發展走得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