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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飞鱼跃、繁花似锦。近日，记者来到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合作平台东莞滨海湾新

区，开业不久的滨海湾港澳青年之家创新创

业基地就藏身于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滨海美

景之中。走进基地，只见从宽敞明亮的办公

空间到咖啡飘香的共享空间，处处活跃着港

澳青年创业人才的身影。

“十四五”开局，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开花”。

带个电脑来创业

“基地启用不到 3 个月，已有 14 家港澳

青年的创新企业入驻，既有来自香港科技大

学的生物科技项目，也有教育、文化创意类

产业项目。”滨海湾港澳青年之家创新创业

基地执行董事黄宏波说。身为早些年便来

到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他对当下刚来内地

创业的港澳青年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港

澳与东莞在创业环境、创业规则上有很大不

同，港澳青年初来乍到，往往一头雾水，非常

需要各方面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基地配备

了专业团队，为他们提供企业孵化、财税咨

询、政策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只要

带个电脑就能来创业。”

就在3月29日，广东重点打造的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示范性基地——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在广州天河区开

园。建筑面积6.65万平方米的基地，可同时

容纳孵化企业约200家，首批进驻的近40家

企业，涵盖人工智能、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首批入

驻基地的国际创新创业服务机构——香港

国际青年创客联盟的负责人李为旭告诉记

者：“我们希望通过服务港澳青年，帮助他们

跟我们一起‘回家’。”

“双创”基地投入运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杨红山介绍，2019 年，广东印发《关于加强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构建“1+12+N”孵化平台载体布

局，形成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成效突出的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支撑体系，打造粤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活力区、融合发展示范区、安居乐

业试验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

城市创新创业、安居乐业，让基地成为港澳

青年增强认同的“第一扇窗”。

据了解，广东正在打造的“1+12+N”孵

化平台，“1”是指刚刚开园的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这个示范性平台；

“12”是指珠三角 9 市重点培育的南沙粤港

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中国（江门、增城）

“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产业集聚区、中国横

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佛山港澳青年创业孵化

基地、东莞松山湖（生态园）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等 12 家基地；“N”是指在示范性平

台和基地的牵头下，带动各地建成一批社会

化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在此布局下，两年来广东各地积极推进

基地建设，“1+12+N”孵化平台体系已初具

规模。目前，重点建设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已有 12个投入运营，孵化港澳项目 765

个，吸纳了一批港澳青年来粤创业就业，也

带动了滨海湾港澳青年之家等更多基地在

大湾区各地落地生根。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正式开园，标志着基地建设进入新的更高

发展阶段。”杨红山说。下一步，该基地如何

乘势而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地促进

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对此问题，杨红山认

为，基地首先应针对港澳青年的特点和需

求，增强港澳特色服务，并与香港特区政府

计划有效衔接，逐步实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项目招募比例达到 70%，确保能够引得来、

留得住、做得好。

与此同时，在已经“开起来”的基础上，

基地要积极引进项目，让项目“多起来”“好

起来”，真正成为服务港澳青年的品牌。李

为旭充满信心地表示，香港国际青年创客联

盟已有爱国爱港会员超过 1.3 万人，其中有

382 人以创客身份参与，这意味着未来会融

入 382个创业项目，目前部分项目已在进行

投资洽谈。

优质服务激发创新梦想

打造营商优势同样至关重要。“基地有

没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政策和服务。”杨红山

表示，基地一方面将学习借鉴各地扶持基地

建设的好政策，另一方面将大胆创新，着力

加强金融支撑、人才公寓支持、优化交通环

境等配套服务。

记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了解到，基地可依据创业探索期、

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需求，

为创业者提供全周期、全要素孵化服务。比

如，对入驻的初创项目予以免租，免租期限

最长可达3年。

优质服务令港澳创业者对未来充满了

期待。“入驻基地，这里会有更多的资源，政

府重视程度更高，配套也更完善。相信在这

个平台能有更多机会去对接到相应的政府

部门及企业，获得产品示范、应用的机会。”

致力于有机电激发光显示技术研发的鑫瀚

高科技创始人、CEO 柳妍熙告诉记者，“我

十分期待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将以往的经

验带到湾区，也希望借此充分发挥我们香港

青年联动世界资源的作用，带动更多港澳青

年来湾区实现创业梦想。”

值得期待的是，接下来，整个大湾区

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有望联动起来，

凝聚成一股合力。杨红山介绍，广东将建

立健全“1+12+N”联动机制，推动成立大湾

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共享人才、

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创业资源，

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为龙头、以 12 个重点基地为骨干、

以各地特色基地为基础的“1+12+N”联

动发展格局。“我们将以此让基地成为港澳

青年投身湾区的‘第一座桥’，让港澳青年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成

果。”杨红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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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共话同胞情。今年是东

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建成 56周年。自 1965年 3月通水以来，此

工程不间断供水2万多天，累计供水267亿

立方米，约占香港用水量的80%。

一江清水，流淌的是祖国对香港的深

情。1962 年，香港遭遇百年不遇的旱情，

国家决定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从取水口开

始，东江水要翻越 6 座高山，过 17 座闸门，

经由几十部大功率水泵作业，累计抬升水

位46米，逆流80余公里抵达深圳水库。在

当年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为

此工程拨款 3800万元，而只象征性收取每

加仑（约为 4.5 升）一毛钱的水费。50 多年

来，东深供水工程沿线地区悉心呵护生态

环境，确保优良水质。在遭遇旱情的情况

下，沿线地区也优先保障香港同胞用水。

东深供水工程是党和国家始终心系香

港、关爱香港同胞的一个缩影。

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

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

应。也是在 1962年，国家为适应供应港澳

鲜活商品“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要求，

开通了 3趟快车，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 3

地始发，每日满载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运

抵香港，被香港媒体称为“香港同胞的生命

线”。在现代物流条件下，3趟列车已退出

历史舞台，但香港生活物资的供应还是由内地来保障。

能源供应方面，自 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

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也

已连通香港。

回归祖国后，香港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

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中央政府都及时

出手，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有力有效应对危机。

“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繁荣稳定面临严峻威胁，中央坚定

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有力帮助特区政府止暴制乱，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需要指出的是，党和国家对香港的关心支持一以贯之，对香

港同胞的骨肉亲情始终不渝，是完全经得住风雨和考验的。

上世纪 20年代，港英当局漠视民生，实行种族歧视，中国共

产党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海员大罢工，直接促使港英当局

与工人谈判，增加工资、改善雇工制度。

抗战时期，在港英殖民统治者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挺进香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

斗，将一大批香港同胞从铁蹄下解放出来。

饮水思源，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

强后盾。今天的香港，面临着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

发展机遇，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

中，香港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再次要求执行

特朗普政府 2020年作出的认定，即香港不再

享有 1997 年主权移交后所享有的自治贸易

和金融特别待遇，并向国会提交报告，要求

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

“去年这招刚出来时，短时间里唬住了

一些人，也有声音唱衰香港未来发展，但从

实际情况来看，影响其实非常有限。”香港贸

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说。

香港贸易发展局 3月公布数据显示，今

年香港第一季度出口指数为 39，环比上升

2.8 个百分点，香港出口指数已连续增长四

个季度，所有主要行业的出口信心全面

上升。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指

出，香港经济预计今年恢复正增长，经济复

苏动力在下半年有望显著增强，全年经济实

质增长预计在3.5%至5.5%之间。

两组数据是香港经济发展信心依旧的

生动注脚。美国这块“制裁”的石头，为什么

没能压倒香港的经济，甚至没能在香港进出

口贸易上激起水花？

“原因之一是香港和美国在贸易方面本

就不平衡，香港买美国的东西多，但是卖给

美国的东西却很少。”关家明列举了几组数

据：2020年，香港从美国进口产品总额为 224

亿美元，香港是美国红酒出口的全球第三大

市场、牛肉出口的全球第四大市场和重要的

农产品出口市场；2020 年，香港出口美国的

产品总额为 332 亿美元，其中 98%为转口产

品，真正由香港本地生产并出口到美国市场

销售的货物只占香港本地制造业的不到 2%，

不足 6.5亿美元。“实际上，过去 20多年，香港

一直是美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关家

明说。

如果香港采取反制措施，谁受损更严

重，结果显而易见。此外，对于美国而言，香

港是其辐射东亚、东南亚市场的窗口。

关家明指出，香港是全球知名的自由

港，经济高度开放，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同时，香港具有发达的

贸易服务体系，人才、货物、资金、信息等反

应灵活，在融资、售后服务等方面经验丰

富。正因如此，各国不少企业将办事处设立

在香港，以美国为例，有上千家美国企业、20

多家美国金融机构驻扎在香港，香港美国商

会的会员数量庞大。任何限制措施，都将损

害美国企业在香港的利益。

“香港在全球贸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

势，在港美企不可能轻易撤退，更何况当下

中国内地是全球经济复苏最快、最旺盛的地

方，如果撤退了，美企要去哪里找生意？”关

家明说。

香港发达的转口贸易、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是由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商业网络、长期积累的内部制

度和人才队伍等多个要素综合决定的，不靠

美国给予，亦不受美国动摇。香港金融体系

健全，资本流动性强，资产质量总体良好，有

能力抵御无理制裁的冲击。

那么，中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会因香

港受到美国“制裁”而蒙受损失吗？“影响

不会太大。”关家明说，2000年，中国内地

从全球进口的商品中，有三分之一靠香港转

口，到 2020 年，这个数字降到 15%；2000 年，

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出口的产品，占总出口量

的 18%，2020 年降到 11%。“可以说在进出

口方面，这 20 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的依赖不

断减轻。”

专家指出，美国的“制裁”将促使香港加

快融入国家整体经济大循环、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背靠祖国的强大优势，才是香港

实现更大发展的底气，国家“大循环”“双

循环”战略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为香港寻求新的增长点提供了契机。正是

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激发经济发

展新动能，才为香港在变幻不定的国际形

势中保持繁荣稳定提供最坚实的后盾和

动力。

关家明说：“全球经济形势早就不是一

个‘老大’说了算，美国取消或威胁取消所谓

的特殊待遇，阻挡不了香港发展大势。我们

无需过于疑虑和担忧，但不能掉以轻心，必

须及时作好应对。”

香港发展大势谁也阻挡不了
——访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左上图 东莞滨海湾新区滨海湾青创广场。

右下图 东莞滨海湾港澳青年之家创新创业基地内咖啡飘香的共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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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大街社区支行

简称：北京银行银河大街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0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2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7月03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双锦园16号楼一层1-3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4月26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西巷社区支行

简称：北京银行利民西巷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56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3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利民西巷5号1层5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1年4月2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