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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香
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表
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规划有望成为未来泛珠三角地
区的顶层设计，其规划和建设将实现粤
港澳三地互利互补、协同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和建设将为香港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为香港发展注入新
动能。

国家发改委在去年 12 月份印发的
《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中，
首次提出 2017 年启动珠三角湾区等跨
省域城市群规划编制。所谓“湾区”，指
的是沿海口岸城市群和港口组成的区
域，其经济发展被称为“湾区经济”。目
前全球有三大著名湾区，即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这三个湾区正

成为引领科技创新和带动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9 个城市。曾
有学者测算，若以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9 个城市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范围，
其面积约为 5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6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建设对于香
港实现经济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借助湾区经济效应，香港的优势将
获得更有效的发挥。香港近年来在经
济转型中，一直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
创新科技、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缓
慢的问题。随着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城
市群将实现基础设施互连互通、城市功
能互补、产业链延伸，构建更加国际化、
高端化的湾区型产业体系。香港是国
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三者的发
展都离不开珠三角实体经济的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有助于降低三地
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
动，将“珠三角制造+香港服务”有机结
合起来，使粤港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珠三角地区优势在于制造业，香港
的优势在于专业服务。珠三角良好的
产业基础可以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
心、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提供坚强有力
的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是“国家所
需”，同时也能发挥“香港所长”。中央
政府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发展规划，是为了将该区域打造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高地，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香
港实行“一国两制”，制度的多样性和互
补性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征和优势之
一。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和自由
港，相关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与国际接
轨。香港在金融投资、贸易航运、现代
服务和跨国人才等领域的积累，与“一
带一路”提倡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
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核心内
容高度契合。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中，香港不仅可以继续发挥“超级
联系人”的作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枢纽，还可以纾解自身现有结构性
矛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经济发
展改善民生，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日前宣布，港
珠澳大桥香港连接线可望在 4 月份全
线贯通。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西接珠
海和澳门，全长 55 公里。港珠澳大桥建
成后，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重
要交通网络。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粤港
澳大湾区域内不仅拥有四通八达的高
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还有深圳港、香
港港和广州港等世界级港口。可以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万事俱备”，香港
应紧紧抓住“东方风来”的契机。香港目
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放下政治争拗，
聚力经济民生。诚如梁振英最近在网志
上指出，如果没有内地的改革开放，如
果没有国家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香港
的舞台大概就会局限于港岛、九龙和新
界三地。香港不能对“中国机遇”视而不
见，更不能背道而驰。融入国家发展的
大势，驰骋世界经济舞台，才是香港走
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注入新动能
毛 铁

日前，上海市台资企业协会在台北
松山文创园以“世界的上海、筑梦的舞
台”为主题举办征才博览会，共有105家
台资企业参展，吸引上万应届大学毕业
生、社会新人参与。据台湾媒体报道，这
次台资企业回台征才，开出的起薪平均
约 2.7 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6117
元），低于台湾相关部门最新发布的台湾
平均薪资 3.3 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7476 元），但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超过
7.7%的上班族有意前往工作，因为大陆
职场是首选。

了解加深促进融合

近年来，到大陆学习、就业、创业，成
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实现个人梦想和人
生价值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
台湾居民来大陆573万人次，比2015年
增加30万人次，同比增长4.2%。

台湾青创汇深圳交流访问团一行，
日前赴深圳考察科创企业，寻求与大陆
开展青创交流合作。访问期间，台湾紫
牛创业协会理事长蒋志薇表示，台湾的
创业青年希望能够走出去发展，大陆在
政策、资金、空间环境上，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只有多交流才能了解彼此的善
意、消除疑虑、建立默契，通过创业改变
世界。”

“很多台湾年轻人觉得大陆更好，因
为他们觉得大陆地大物博，而且处在经
济迅速发展时期。”民革广东省委副主委
程萍看好广东对台农业合作园区的作
用。她说，自己遇到过很多来广东参加
农业博览会的台湾年轻人，他们很愿意
到大陆发展。程萍认为，建立台湾青年
体验式交流基地，结合台湾青年所学专
业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布局；重视台生
在大陆高校就业生活期间的所学所感，
主动把他们吸引到大陆学生的“圈子”中
来，这些做法可以加深他们对大陆的了
解，促进他们与大陆社会的融合。

创业园区承载希望

针对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大陆各
地各有关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台湾青
年创业创新搭建平台、优化环境、提供便
利。截至目前，国台办共授牌设立41个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 12 个海峡两
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正在逐步成为
青年创业创新的载体，为两岸青年放飞
梦想、施展才华提供了重要平台。

厦门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平潭
台湾创业园是福建省吸引台湾青年创业
的两大平台载体。两个园区均为台湾青
年提供了一系列奖补减免、金融创新、导
师团队等创业扶持举措，尽可能让创业

者“拎包入驻”。台湾设计师苍沛设立了
一个两岸室内设计师专业交流网络平
台，随着“人气”增长，引来了不少大陆装
修业的客户，苍沛在厦门的创业也由此
开启。现在她的网站已成为台湾设计师
与大陆客户接洽的平台，每月订单数量
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台湾设计师都汇
集到这个平台与大陆市场对接。“初到大
陆很担心，毕竟这边人生地不熟。”苍沛
说，“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
的。园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和
切实的对口服务。这里的文化、语言、习
俗也都跟台湾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把厦
门当成自己的家”。

目前厦门两岸青创基地已有 46 家
企业注册，注册资本达 2.33 亿元人民
币，平潭台湾创业园则有 100 多家企业
落户。一批台湾“创客”在福建青创园区
落地扎根、稳步成长，显现出促进两岸交
流的“正能量”。

政策扶持梦想成真

两岸青创交流活动不断增多，除了
设立两岸青年创业空间和平台，大陆很
多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台湾青
年来大陆追梦。

以福建省为例，为加强闽台青年交
流，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18 岁至 40 岁)

来闽创业就业，201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
就出台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
闽创业就业的意见》，提出了九大措施支
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在支持多种形式
创业、扶持创业基地建设、提供创业辅导
服务、给予创业融资支持、加大创业项目
扶持、鼓励优秀人才创业、给予经营场地
和住房保障、提供子女就学等方面提出
了相关措施。在新出台的相关就业政策
中，还提出支持台湾青年以独资、合资或
合伙等形式来闽创办企业。新政策依托
现有园区，设立各具特色的台湾青年创
业基地，集聚示范效应已经形成。

台湾绿色冀泉社会企业执行长陈宇
华告诉记者，他们在大陆的创业项目皆获
得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大陆给
予的政策支持非常充分，这是一个各取所
需的供需系统，双方供需的精准对接如同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一样重要。真正受益
的是愿意行动起来的台湾青年创业家。”

在这些来自台湾的创业者们看来，
大陆的机遇在于庞大的市场、丰富的资
源、积极的创业氛围和政府的全力支
持。“社会创新力、资源整合力、公益回馈
力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的必备条件。
大陆有吸引台湾青年创业的广阔市场，
台湾青年只要勇于走出去，发挥自己最
大的能量，便能在大陆找到并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陈宇华说。

资源丰富市场大 就业创业机会多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愿到大陆实现梦想
本报记者 朱 琳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周颖） 记
者从广州市南沙区投资贸易促进局了解
到，截至今年3月底，落户南沙自贸区的
港澳投资企业达 916 家，投资总额约
223.19 亿美元，主要涉及航运物流、金
融、科技创新等领域。作为粤港澳开放
合作区，南沙自贸区在挂牌两年间不断
扩大、深化与港澳的交流合作。

据南沙区投资贸易促进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今年3月底，落户南沙的香
港投资企业 901 家，投资金额约 220.78
亿美元，落户南沙的澳门投资企业 15
家，投资总额约2.41亿美元。

该负责人介绍说，南沙自贸区与港

澳在金融、科技、国际教育、法律等多领
域都在不断深化交流合作。金融方面，港
澳融资租赁机构集聚加快，全区279家融
资租赁企业中，港澳企业占比超过75％。

在科技方面，国家超算中心南沙分
中心内地及香港光纤通信线路已铺设完
毕，目前正在开展系统试运行，已有 17
个香港科研团队通过国家超算中心南沙

分中心使用高性能计算服务开展科研工
作。未来，该中心将成为面向港澳两地
提供超算及数据服务的主窗口。

国际教育合作方面，南沙自贸区出
台了适用于港澳的《关于促进南沙新区
中外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由香港亚洲
金融集团投资、英国修仕倍励授权的广
州修仕倍励国际实验学校已落户南沙，

项目总投资8亿元人民币。岭东职业技术
学校已与澳门旅游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法律交流合作方面，广东自贸区南
沙片区人民法院已挂牌成立，目前已建
立起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协调机制，首批
吸纳了特邀调解组织12家、特邀调解员
45 名，其中来自香港和澳门的特邀调解
员有7名。

广东南沙自贸区扩大与港澳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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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台湾地区
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090.41亿元，连续3个月减少。

台湾相关金融部门网站日前公布3月份台湾银行办理人
民币概况。外汇指定银行(DBU)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2770.79
亿元，环比减少0.93亿元；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人民币存
款余额为 319.62 亿元，环比减少 9.61 亿元，创 2013 年 9 月份
以来新低。3月份通过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办理人民币结算总
金额为3306亿元。

台湾人民币存款连续三个月减少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
台赛组委会日前在台北举行发布会。

据介绍，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于 2014 年新增港澳台赛，落
户广东省，每年举办一届。3年来，参赛港澳台项目从200多
个增至 700 多个，上百家两岸投融资机构参与其中，近 30 个
项目融资对接成功，融资金额近5亿元人民币。

据悉，今年的大赛将进一步升级优化，开辟了行业赛，新
增企业命题挑战赛，由大陆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大赛命题池
发布“招贤榜”，提出项目合作、技术难题招标和技术需求等，
并提供资金池。目前已有中兴、TCL 等知名大陆企业参与，
并将于9月上旬评审。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组委会秘书长夏雷表示，大
赛是为港澳台地区量身定做的赛事，能够帮助台湾青年创办
的高科技中小企业与大陆的大企业对接，用“大手拉小手”的
方式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并通过评委点评为
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此外，还会在工商注册、税务咨询、争
取政府资金支持等方面帮助台湾创业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助台湾青年创业

“2017淮安周”在台北开幕

香港迪士尼推出探索主题酒店

百厨澳门秀助力申报“美食之都”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章利新 查文晔） 近日，“2017
淮安周”在台北开幕。两岸工商界近 200 名代表参加活动开
幕式。

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共同推动象征两岸交流合作的推杆，
伴随着“缘牵两岸，筑梦淮安”八个大字的光影呈现，今年的

“淮安周”活动正式开启。
江苏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在开幕式上表示，淮安正在按

照“东融西拓、南联北接”思路，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长江经济带、江苏沿海开发、南京江北新区建设等重大战略，
全力打造淮河生态经济带开放发展引领区、沿运河城镇轴绿
色发展示范区，使淮安成为苏北乃至更大区域的重要增长极。

据介绍，截至目前，淮安全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1200 多
个，总投资12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50多亿美元。

2016 年，江苏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淮安台资企业产
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今年是淮安市放大
台资示范区品牌和省政府专项支持政策效应的关键一年。

姚晓东表示，淮安将在打造两岸产业合作拓展地、台企转
型升级先行地、服务台商台企引领地、台湾青年创业活跃地上
下功夫，推动淮台产业合作更上一层楼。

淮安市还将立足淮安现有基础禀赋，主动对接台湾高端
资源，加快培育壮大台资产业集群；推动台企转型升级更进一
层，主动顺应台企梯度转移、经营转型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台
企创新升级新路径新方式，不断提升台企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郜婕） 数百辆
配备全球卫星定位设备、可供使用者通过
手机应用软件随借随还的自行车日前在新
界多处地点投入使用，成为香港首批共享
单车。

这批共享单车统一为鲜亮绿色，配备
车筐、智能车灯、联网防盗系统等。使用者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注册、绑定信用卡并缴
纳399港元押金后即可开始租车。使用者
可借助手机应用程序中的地图找到周围可
供使用的共享单车，扫描车身上的二维码
即可开始使用。目前收费为每半小时 5
港元。

据这项服务提供商 Mysharebike 介
绍，在香港引入共享单车，意在解决人口密
集区域通勤“最后一里路”的便利性问题，
同时有助倡导环保出行方式。目前相关手
机应用程序只推出了安卓版，适用于苹果
操作系统的程序预计不久后将投入使用。

香港首批共享单车投入使用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第三间酒店——迪士尼探索家度
假酒店将于本月 30 日开始运作。该酒店是全港首间以探索
及休闲度假为主题的酒店。图为迪士尼探索家酒店大厨在展
示菜品。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王晨曦） 澳门烹饪协会主办的
“国际名厨 200 味缤纷 SHOW”近日在澳门百老汇大街举
行。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厨师，现场向业内人士和游客展
示了两百道中西菜肴。

当日中午 12 时，活动正式在百老汇大街开幕，数百位星
级厨师汇聚一堂。他们展出了自己的拿手菜式，包括中餐、日
本料理、西点、东南亚菜等一共两百道，引得游人驻足观赏。

在澳门工作的印度尼西亚人潘迪告诉记者，他喜欢澳门
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像澳门半岛的“三盏灯”街区就有很多
家乡美食。这次活动上他看到了更多的各地美食，特别是传
统的广东和江浙菜式，让他有了想去中国内地旅游的想法。

活动现场不仅有菜式展示，一些厨师团队还带来了特色
小吃，现做现卖。

此次活动是第四届“国际名厨慈善活动”的环节之一，除
此之外还有慈善义卖等环节。活动也恰逢澳门积极申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特区政府在2017年将
以多种方式推动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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