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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不斷完善 創業舞台更寬

北上港青在深拚創科：

習主席重要講話引發熱烈反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7 月 1 日，習近平主席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
話，內地港青、港生通過手機、電視、廣
播等平台踴躍收聽、收看慶祝大會盛況。
在深圳，香港科創青年、舒糖訊息科技創
始人何耀威通過電視直播，全程觀看了慶
祝大會和典禮，認真聆聽了習近平主席講
話。他表示，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

「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領域全面拓展、機
制不斷完善，香港同胞創業建功的舞台越
來越寬廣」，令他十分感動，備受鼓舞，
「這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尤其我身在河套
地區更有切身感受，政府一直各方面支持
我們在內地創業，而且祖國越來越強，給
了一個我們無限的發展機遇和信心。」

早在2013年，何耀威就對無創測血糖技術
有想法。2014至2015年，他帶領團隊和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經過大量實驗和理論
辯證，有了一個初步成果後，便選擇到深圳繼
續研究和應用轉化，「在進一步驗證和產品化
的時候，芯片、傳感器等需要大量原廠的技術
支援，還需要更多的技術應用人員進行轉化，
深圳幾乎可以滿足我們所有需求。」

祖國發展機遇多 港人必須珍惜

他表示，香港高校培養出了許多做基礎研
究的高科技人才，且他們在院校裏已研發了
大量的科技成果，然而由於產業化上的限
制，導致不少應用科技「落地難」。香港的
高端科研如果想要落地，深圳完備的產業鏈
顯然能夠加快推進。
2015年，何耀威創立舒糖訊息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研究無創檢測血糖技術的智能穿戴
設備。2018年1月入駐河套地區的粵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工場，落地4年來，辦公空間已拓展
至 400 平方米，整個智能穿戴項目已投入約
7,000 萬元，首款產品也已成功上市。「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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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剛剛推出，會在內地醫學院使用，在香
港，也已經有代理商準備進入境外市場。」
何耀威表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有着許多有利的發展條件和獨特的競爭優
勢，特別是近年國家的持續發展，為香港的
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與不竭的動力，祖國
日益繁榮昌盛，為香港探索新的發展方向、
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帶來的巨大的機遇，這是
一個難得的發力點，香港同胞必須更努力，
珍惜和抓住機遇。

盼兩地發揮優勢 作出有機融合
同為生物科技領域的港青創業者余渝亦表
示，香港和內地交流合作領域越來越廣，各
類創新要素充分湧流，發展優勢相得益彰，
為不同專長的創業者提供了廣闊的發揮天
地。「香港的創科一直在創新方面發展很
多，內地則在應用上更普及，兩地優勢各
異。隨着機制的不斷完善，大家更緊密地互
相配合發展，相輔相成，相信香港同胞創業
之路會越走越寬。」
2017年畢業於港科大的余渝，帶着他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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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在粵創業近20年：奮力建設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7 月 1 日上午，香港青年李柏亨在位
於南沙的新華國際港澳青創中心，全程
觀看了慶祝大會，聆聽了習近平主席的
重要講話。「習主席談到香港未來的發
展，特別是談到關愛關心青年人，寄語
青年投身建設，我特別有感觸。」

由補習做到新媒體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這一年，香港
青年李柏亨也正式進入社會，做過兼
職，也從事過計算機行業。他很拚很上
進，業餘還進修自我增值。然而，金融
危機和非典疫情，讓他的就業之路顯得
頗為艱難。
2003 年，看好家教服務市場前景，他
開始第一次創業。他所創立的香港學師

匯團隊主要在深圳，而業務則在香港，
成功服務 30 萬香港學生家庭。不過，這
兩年內地迎來「雙減」，也讓他的事業
受到一定影響。
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他看準機遇，
聚焦在傳統文化和新媒體傳播領域，創
立廣州柏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打造中
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潮玩。如今，在南沙
和青創中心幫助下，已經實現了和南沙
區域內的產業資源配對。
「習主席說，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
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
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可
以說，這些年來，我是實實在在的受益
者。未來，我也要和團隊一起，把中國
傳統文化和產品帶向世界，為灣區建設
出一份香港青年的力。」李柏亨說。

在蘇港青企業家：鼓勵同輩投身兩地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在江蘇成功創業的港青代表認為，
香港青年人應該善用國家發展大局所帶
來的戰略機遇，積極投身香港和內地建
設，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貢獻青春力量。

培養港青家國情懷
「聽了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非常振
奮。」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
書長、蘇州九龍醫院董事長孫曦6月專程

趕回香港參加回歸慶祝活動，並感覺今年
的回歸慶祝活動特別喜慶熱烈，「不少朋
友說，香港的精氣神又回來了！從街頭、
社區，香港市民愉悅的神情上，也能感受
得到這一點。」孫曦說。
孫曦 1985 年出生於香港，2007 年大
學畢業後，到父母創辦的蘇州九龍醫院
工作。在父親病逝後，他承擔起醫院發
展的重任。「算起來，我在蘇州工作已
經 15 年。這次聽了習主席的講話，也更
有信心在蘇州追加投資。」

除了本職工作外，孫曦還多次組織香
港青年企業家、同鄉會成員到江蘇等地
投資考察，並參與組織了香港學生領袖
培訓計劃和蘇港兩地青年交流合作等公
益項目，培養香港青年的家國情懷，確
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他表
示，「習主席特別關心關愛香港青年
人，在這次講話中特意強調，青年興，
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
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習主席的話
讓我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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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港生：未來服務灣區
李柏亨進入社會工作那年，香港青年
謝彬華剛剛出生。25 年過去，他現在是
暨南大學力學與建築工程學院在讀碩
士。
2016 年，看到國家基建行業快速發
展，加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他選
擇到暨南大學學習土木工程與建築。大
學期間，他獲得了大量實踐機會，讓他
迅速成長。
「習主席殷切希望每一個香港青年都
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中來，用火
熱的青春書寫精彩的人生。未來，無論
在哪個崗位上，我都會用好這些年學到
的專業本領，服務於香港，服務於大灣
區。」謝彬華說。

全國青聯委員、蘇港青年交流促
進會常務副主席慕容崇僑指出，香港
國安法的落地把香港推回正軌，民生經
濟慢慢恢復正常。
慕容崇僑介紹說，蘇港青年交流促進
會自 2012 年起，每年都會組織香港青年
交流團到江蘇不同的城市拜訪交流，
2015 年起聯同江蘇省青聯聯合舉辦香港
大學生實習計劃。未來蘇港青年交流促
進會將會積極培養更多香港年輕人回祖
國就業創業發展，為他們培養國際化視
野和家國情懷，讓他們善用國家發展大
局所帶來的戰略機遇，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
道）7月1日，福建華僑大學全體港生
自發組織收看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不論是非典、金融危機，
還是新冠疫情，只要香港有困難，祖國
總是會第一時間伸出援手，祖國永遠是
香港最堅實的後盾。」華大港生傅東浩
聽完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後感觸地
說。
出生於 1997 年的傅東浩，是名副
其實的「回歸寶寶」，也是香港 25
年來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回歸祖國
25 年來，香港有了許多的變化。」
目前在華大工商管理學院攻讀研究生
的傅東浩說，「最大的變化是身份認
同，我們是中國香港人，我們的國籍
是中國。」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時
說，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一
定能夠同祖國人民一道共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榮光。傅東浩認為，回歸
以來香港發展有目共睹，雖然經歷風
風雨雨，但仍是穩步向前。面對動盪
的國際局勢，香港今天和未來的發
展，除了香港市民繼續發揚獅子山精
神外，更離不開祖國的支持。「回歸
25 年來，另一大變化就是回歸後香
港自己的發展越來越自信。」傅東浩
說，「我打算畢業後報考大灣區公務
員，把在學校學習到的知識付諸實
踐。」傅東浩表示，在祖國的支持
下，粵港澳大灣區迎來了很大的發展
機遇，這也會是自己的未來所在。

在閩「回歸寶寶」：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堅實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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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遞送系統研究到深圳創業，成立了科凝生
物製藥有限公司，致力開發基於藥物遞送系統
的創新藥。
余渝的創業歷程並不輕鬆，也走過彎路，
不管是資金還是場地都面臨過很大的困境。
「在創業的初期，港科大藍海灣孵化港為了
支持我們，專門將一條走廊間隔開來，做了
一個 20 多平方米的小實驗室，並提供一些實
驗設備。」這對當時身無分文的他來講是非
常重要的支持，能夠有機會實現從「0」到
「1」的轉化。隨後，余渝的團隊更是拿到了
深圳市政府的創業補助，包括落地和租金的
補貼，幫助他有更寬裕的經費可以放心大膽
地做創新嘗試。
不久前，科凝生物剛完成了近億元的Pre-A
輪融資，目前正在積極擴充研發團隊、推進眼
科、骨科等創新管線的臨床前開發，最快的產
品有望於明年進入臨床申報。回顧創業歷程，
他由衷感嘆，粵港澳大灣區優質的創業環境為
港澳青年帶來了豐富機遇。他亦期待，香港與
內地居民能更加增進了解，發揮雙方優勢，作
出更多有機的融合。

信未來港人更團結

華大機電及自動化學院 2020 級港
生陳港著，出生於 2002 年。他說，
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振奮人心。
「香港經歷過風雨，如今走向由治及
興的新階段，我目前已加入了香港的
『警隊學長計劃』，畢業後希望回港
加入警隊，為維護香港的安全穩定貢
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他參加學習
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港生也紛紛表
示，相信未來港人會更加團結一致，
上下一心，除了發揮自身優勢，更要
融入祖國發展大局，為香港的繁榮發
展和祖國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