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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團開反饋會 勉委員獻力粵港澳交流融合

推動三地三通 聚民心建灣區
▶視察團昨日上午視察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廣東報道）8 月 24 日至 27

昨日的反饋會上，何厚鏵表示，要把共建合作發展平台作為

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梁振英率全國政協港澳台僑界

深化粵港澳合作的重要載體，持續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取得

別委員視察團到廣東，圍繞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建設規則銜

新的重大進展。梁振英建議港澳委員應發揮四方面影響力，

接、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民生融合、青年創業等，充分了

大力推動粵港澳三地政策聯通、設施暢通、民心相通，為大

解情況、廣泛聽取意見、深入交流研討、提出意見建議。在

灣區建設凝聚強大合力。

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建議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界別委員視察團昨日召開反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何厚鏵籲委員推動三地融合交流。
●梁振英指委員應發揮四方面影響力。
●朱小丹讚視察集思廣益求真務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何厚鏵：通過文化助青年融灣區
何厚鏵會上表示，委員們在此次視察中帶着
自己以及港澳市民的問題，進行深入調研，包
括對大灣區發展的憂慮，各種政策能否順利落
地，粵港澳三地政府如何協調磨合等，這些憂
慮實事求是。
他呼籲各界在保持信心的同時，不要天真地
認為短時間內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我贊同有委
員提出的港澳應全面融入灣區，以年輕人為例，
可以用十年的時間，通過各種文化活動、文化產
業幫助他們融入大灣區，開拓個人事業。」
何厚鏵建議，未來較長時間內，澳門要將過
去多年投放的資源，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資
源，轉移到大灣區。要利用好社團、各級政協
委員力量，讓澳門的青少年、文化界、體育
界，全面融入灣區。
他進一步指出，大灣區的發展，或許會衝擊
到澳門一些行業，但如果澳門人將事業、產業

融入大灣區，一定會創造出新的空間。他呼籲
港澳全國政協委員持續推動粵港澳三地機制、
文化、理念等方面交流融合，履職盡責，積極
動員港澳社會各界投身大灣區建設的偉大事
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大灣區建設貢
獻智慧與力量。

梁振英：
「心相通」
才能水到渠成
梁振英在反饋會上建議，參加視察團的全
國政協委員返回港澳後，應該發揮四方面的
影響力：
一是對港澳特區政府發揮影響力，反饋視察
所見所聞以及所思所想；
二是在港澳社會發揮影響力，向社會各界人
士，傳遞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意義，幫助
全社會全面深入地加深認識；
三是在國際社會上發揮影響力。港澳兩地
規模相對有限，但與國際社會聯繫密切，要
用好國際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做到四両撥

千斤，為大灣區建設出力；
四是在國家層面，在中央部委發揮影響
力，持續性地履行民主監督責任。
梁振英強調，粵港澳三地間的融合，民心相
通非常重要，不可忽視，「心相通是根本，心
相通才能水到渠成。」如何做到？重視青年人
的同時也要爭取全社會民眾的民心，並且也不
能忽略外籍人士，「可以通過香港一些民間組
織和力量，去完成這些工作。」

持續個半鐘 多平台直播
「『時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
星空話天宮」活動昨日由三個承
辦單位，包括香港再出發大聯
盟、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發布會。再
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介紹
說，在中央政府的關心下，經與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協調，
正在天宮空間站工作的聶海勝、

劉伯明、湯洪波三名航天員將與
香港青少年進行實時「天地對
話」，回答徵集到的市民問題，
以及帶領市民參觀「天宮」天和
核心艙。
他指出，天宮空間站是新世紀
人類建設的第一個模塊化空間站
系統，實現了國家在近地空間的
長期載人飛行，體現了國家科技
實力的長足進步，極大鼓舞和激
勵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中華兒
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當日，在
會展舉辦的活動將持續約一個半
小時，三個承辦單位的社交平
台、香港電台、點新聞、橙新聞
等都會現場直播。

視察團團長，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
員會主任朱小丹表示，此次視察活動堅持目
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互統一，堅持民主監督
與民主協商相互貫通，堅持建言資政與凝聚
共識雙向發力，集思廣益，求真務實，加深
了政協委員對中央推進大灣區發展大政方針
的認識，更好為粵港澳三地攜手共建大灣區
添助力、聚合力。

讚港生航天認知「不簡單」
黃英豪透露，自問題徵集開始
至今，很多學生都提出很專業的
問題，顯示港生對航天的熱誠及
認知「非常不簡單」，其中較熱
門的提問包括：香港年輕人有沒
有機會成為國家航天員？太空生
活與地球有什麼分別？航天員出
艙工作，若遇到太空垃圾應該如
何保障安全？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
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黃英豪認為，香港要在
新形勢發展下突圍而出，必須積
極提升自身競爭力，特別是增强
在創科領域的資源投放。

他續說，近日國家「十四五」
規劃宣講團專程赴港，便特別寄
語香港創科界抓住國家機遇，發
揮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在
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香港的定
位，而是次讓港青與航天員作特
別的「天地對話」，顯示國家重
視香港的表現，希望廣大香港市
民能從航天成績認識國家的長足
進步，感受到作為一名中國人的
光榮與自豪。

參與者可獲豐厚航天禮品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主席
周文港表示，今次活動由本月 23
日起至 31 日透過聯盟網站徵集問
題，反應積極踴躍，已收到很多
中小學學生的提問，及送予航天
員和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的祝福。

下個階段，承辦方將遴選出 20
個有趣、具有科學意義及教育意
義的熱點問題，並開展優秀問題
評選活動，希望廣大市民能踴躍
參加，獲選者可獲得「神舟十二
號」航天紀念郵冊、航天刺繡徽
章、任務標等珍貴獎勵，另所有
參與者都可獲贈國家載人航天紀
念品。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創新總
監張梓昌表示，香港教育、創科
界與國家航天工程聯繫非常緊
密，如 2016 年「神舟十一號」搭
載 3 個香港中學生設計的太空實
驗項目升空，今年 6 月的「時代
精神耀香江」展覽也展出了香港
理大研發的表面採樣裝置等，充
分說明「國家好，香港才會更
好」。

●主辦方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活動內容。左起：張梓昌、黃英豪、周
文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周春玲：成立工作層面小組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永安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春玲：建議在中央
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下，成立若干
工作層面的工作小組，就三地間在發展中遇到的事項，
包括發展規劃、法律服務、資格互認等各種要素流動問
題，及時協商或會商。
涉及具體事項主要由省、特區間解決，如果涉及事項
比較重大，或者是需要政策上有大的突破，由省和特區
聯合提出方案呈報中央領導小組決定。增加這種工作層
面的機制，通過經常性的磨合，以促進省、特區間的相
互了解和信任，防止各搞各的規劃。

施維雄倡
「畫圈」
設定平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怡高集團（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施維雄：建議在
灣區裏面「畫圈」去設定具體的園區
和平台，然後「放手」一拚，推動制度創新，實現有利
經濟、有利民生、有效融合「公制」和「非公制」標準
的銜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精香料
集團主席兼波頓集團董事長王明凡：
很多大企業已經進到灣區發展，反而
是中小型企業，特別是港澳的年輕人到灣區各內地城市
創業是需要扶持的。希望將來能給些更好的政策，給中
小型企業，幫助他們發展的更好，港澳地區特別是年輕
人會更有信心。

張宗真：建限價型人才公寓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永同昌集團董
事局主席張宗真：建議橫琴將教育、
醫療作為發展重點，以此能留住人
才，吸引資金。此外，橫琴的總體規劃亦應重新檢視。
目前橫琴辦公樓多，住宅少，導致人留不下來。建議大
力發展限價型的租賃人才公寓，強調若規劃調整不到
位，或對未來橫琴發展造成一定制約。

學生參與積極 盼投身航天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廣受歡迎的國家航天「宇宙
天團」前段時間來港，在全港市
民特別是中小學生心中種下航天
種子，為延續活動熱潮及港人對
國家航天的自豪感，由香港中聯
辦、香港特區政府、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辦公室主辦的「『時代精
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話天宮」
活動將於9月3日在香港會展中心
舉行，正在天宮空間站工作的航
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將
與香港青少年進行實時連線的
「天地對話」，及帶領香港市民
參觀「天宮」天和核心艙。活動
正透過網站向青年學生及市民徵
集與航天員交流的問題，至本月
31 日截止，至今吸引了大批中小
學生積極提問，他們對於港人能
否成為國家航天員、太空與地球
生活的差異、航天員出艙工作的
安全等方面最感興趣。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聯辦原副主
任楊健：以文化融合促港澳青年融
入，文化是黏合劑，是最持久深遠的
發展力量，要下大力氣增進港澳青年的文化認同，價值
認同，增強灣區吸引力。改進灣區青年交流方式，過去
港澳青年交流力度不小，但來自草根、中產和專業家庭
比較少，恰恰這些是要爭取和團結的對象。改進方式應
是以港澳青年喜聞樂見的互動式、融入式為主，比如可
以設計港澳青年進醫院、進農村等項目，讓他們在基層
中長住下來，體驗內地生活。
打造三地文化融合平台，建議打通資源和平台，創立
若干文化融合的平台，發揮黏合劑的作用；打造港澳青
年藝人培訓基地；將 9 月 2 日設為大灣區日，舉行大灣
區藝術節，成為灣區居民人人參與和期待的文化符號。

王明凡：中小型企業需扶持

朱小丹：視察加深委員政策認識

港青提問航天員 將上演「天地對話」

楊健：青年交流應互動融入



培僑中學校長伍
煥傑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該校將會鼓勵學生特別是初中生積
極參與是次「天地對話」活動，多作提
問。雖然目前尚未開學，但各年級班主任都會透過通訊群組
呼籲學生們參加，校方亦會安排 31 日回校的學生經平板電
腦向大會提交問題。他透露，在 9 月 3 日「天地對話」的現
場活動，培僑中學獲得兩個學生名額，校方將選拔對航天感
興趣的同學參加，期待他們能在現場向天宮空間站三名航天
員提出具趣味的問題。
伍煥傑表示，今次是難得的國民教育及STEM教育活動，藉
着這次機會讓航天員與香港學生近距離交流，啟發學生了解相
關科學知識，引發他們對國家航天事業的興趣。目前，包括理
工大學等香港機構都有機會參與國家航天工程，他期待未來更
多有志的本港學生，會有機會投身國家航天項目之中。

中五生：最想了解太空生活

培僑中學即將升中五的楊俊瀚，對香
港青少年有機會向航天員提問深感興
趣，更期待能獲選前往「天地對話」的
活動現場，和國家航天發展最前沿的航
天員交流，有助豐富自己的太空知識，
而這經歷將會非常難忘。
●楊俊瀚
他笑言，自己平時會思考，如人類未
來走出地球、探索更遠的宇宙是什麼樣的情形，又說自己很
想了解航天員在太空的生活及實驗情況，「航天員在太空中處於失重
環境與地球不同，我很好奇他們吃喝及上廁所會怎樣進行。在沒有大
氣層保護的地方做出的實驗，與地球上的實驗又有什麼分別？」
對深空探測感興趣的他參加過不少航天活動，包括中三時出席探月
工程「嫦娥四號」的航天科學家主持的講座，介紹國家是怎樣第一次
探索月球的背面，實現軟着陸。他特別期待未來國家航天任務對港人
開放航天員選拔，表明如自己符合標準，「一定會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