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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增港青國家觀念

▲

王
晨
（
右
一
）
與
李
飛
（
右
二
）
等
看
望
港
澳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大
公
報
記
者
石
璐
杉
攝

【大公報訊】記者石璐杉北京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兼秘書長王晨及副秘書長信春鷹、李飛和古小玉昨日下午
到北京飯店看望抵京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港澳代表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亦列席會議。王晨說，十二屆全國人
大四次會議即將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
階段的開局之年召開的十分重要的大會。王晨亦代表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及副委員長李建國向來京出席盛會的港澳
代表致以親切的問候和熱烈的歡迎。

【大公報訊
】記者文軒北京
報道：船王包玉
剛之女、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包陪慶昨日在北京兆龍飯
店為《我的爸爸包玉剛》一書舉行新
書發布會。正值兩會期間，一眾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到場慶
賀。

《我的爸爸包玉剛》是包陪慶為
懷念已故父親而親筆所著，包陪慶在
會上介紹新書內容，並回顧其父生平

。據介紹，該書描述了包玉剛如何靠
一艘舊船起家，一手一腳地建立全球
海上王國，而其中更重要的是，書中
記述了他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
任，為實現 「一國兩制」，如何身體
力行，展現其愛國愛港愛民的 「中國
心」。

包陪慶希望以其父一生的經歷，
鼓舞香港的年輕後輩愛國愛港。她在
卷首《給在天堂的爸爸的信》中寫道
： 「我亦希望此書給下一兩代青年學
習您的敬業、專業及愛國之心。」

據悉，蔡冠深在本屆政協會議的提案之一，
即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優勢互補強強聯合》
。他在採訪中指出，廣州、香港和澳門在經濟模
式上具有非常強的互補性。如香港在現代化服務
、人才培養、市場自由度等方面世界領先，廣深
地區則具備製造業的有力支持，雙方可做到強強
合作、互利共贏。

在蔡冠深看來，粵港澳擁有全球最密集的海
港群和空港群，大灣區一旦形成，實力不會遜色
於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三大灣
區。

當然，粵港澳三地資源的整合並非易事，需
要在國家層面通盤考慮。蔡冠深認為，在大灣區
計劃落地的過程中，由於各方的理解不同，以及
不同的定位及利益考慮，或會出現各自為陣、資
源浪費等問題。他建議，中央事先做好溝通及部
署，從全域的角度分配大灣區各方的功能及把定
位分配好。

倡設立相關統籌機構
此外，三地要在基礎設施方面緊密聯繫。蔡

冠深建議中央設立相關的統籌機構，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要把航空、港口、高鐵、鐵路等全部連在
一起。在大灣區連接以後，下一步再考慮連接包
括航空、海運、陸路等在內的國際航線。

蔡冠深說， 「一帶一路」戰略促進中資企業
走出去，同時也面臨着各樣的困境。 「很多內地
企業反映，第一次去東盟各國做投資興業，語言
文化並不了解，當地法規也不熟悉。但新華集團
在那已經幾十年了，可以為中資企業提供極大地
幫助。」

據介紹，新華集團深耕越南市場四十六年，
投資範圍覆蓋農產品至基礎設施。去年集團旗下
越南咖啡廠出口產品就有六萬噸，由於運用的科
技及管理水準較高，目前工作人員僅有三十人。
蔡冠深表示，該咖啡產品已獲得越南大使的青睞
，被指定為國禮送給其他國家使節。

須跟着國家整體前進
蔡冠深還透露，基於越南對新華集團的信任

，此前受到越南政府委託，通過新華集團邀請內
地央企組成代表團前往越南，相談有關 「一帶一
路」戰略的具體專案。他認為此事也極好的詮釋
了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關鍵作用。

今年兩會將出台 「十三五」規劃，備受各界
關注。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支持香港強
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推動融資、商
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增值方向發展。

蔡冠深對於這一表述感到高興。 「以前中央
將香港定位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現在提升為樞紐
。全球有很多離岸中心，但只有香港是樞紐，所
以我們要抓住這個機遇。」但他亦強調，香港一
定要跟着國家整體前進。 「如果離開母體，未來
的發展空間只能愈來愈小。」

【大公報訊】記者李靈修北京報
道：麥兜系列電影深受兩地觀眾喜愛
，作為主要出品人之一的蔡冠深，也
對這個動畫角色情有獨鍾。在他眼裏
，麥兜代表了香港的 「草根精神」，
天資平常卻能笑對逆境、自強不息。

蔡冠深直言，集團長期支持麥兜
電影的創作，並非單純的商業行為，
更是一種對本土文化的責任。想通過
電影讓年輕人了解到老一代香港人當
年拚搏的經歷，也能夠學會珍惜當下
來之不易的平穩生活。

【大公報訊】記者李靈修北京報
道：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常年關
注香港科技發展，並堅信創科將成為
本港經濟發展新的增長動力。他提倡
成立 「粵港跨境電商中心」，支持港
青創業之餘，亦可解決水貨客等問題。

蔡冠深表示，看到「十三五」規劃
綱要中對香港的定位，包括金融、商
貿、航運。 「但我希望在商貿中心後
面能夠加一句話，建立跨境電商中心
，從而惠及兩地的跨境購物需求」。

事實上，近期香港創科領域發展
迅速。去年11月，創科局成立，至12
月港科院正式揭幕。蔡冠深指出，上
述一系列舉措有望吸引香港年輕人關
注科技發展。

香港與內地在科創方面亦可強強
聯合。蔡冠深認為，香港可將自身在
創意、科研和設計方面的
優勢，與內地科技產品生
產優勢相結合，發揮其

應用性和可推廣性。
蔡冠深以 「大疆無人機」為例，

分析了兩地科技產業融合的模式。大
疆科技最初是由四名香港科技大學畢
業生創立，第一部大疆無人機是他們
的畢業設計。其後於2006年，四人在
深圳創辦大疆，三年間銷售業績猛增
80倍。目前大疆科技佔據消費級無人
機全球70%的市場份額。

「隨着香港整個社會對科技的重
視，也會有愈來愈多像大疆這樣的企
業出現。」但蔡冠深也承認，眼下香
港的科技創業環境並不理想，社會需
要一個適應的過程。他呼籲，香港人
理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積極擁抱
移動互聯網時代。

蔡冠深認為，近年來內地，尤其
是深圳在應用科技方面的迅猛發展令
人矚目，他期待香港的最新科研成果

也可以應用於市場，促進香港整
體社會的升級轉型。

【大公報訊】記者
方俊明、文軒北京報
道：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昨日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
表示，全國政協
鼓勵港澳委員廣
泛深入地參與港澳
青少年工作 「是必要
的」。他建議，這個工作
要多管齊下，包括北上內地的交流
、教育、事業發展、就業和發展機
遇等多方面，令香港青少年在認識
、感情、承擔上強化與國家關係，
明白國家的興衰關乎個人的成敗。

劉兆佳強調，港澳青少年工作
不單是港澳事務，亦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問題。特別是近年香港出現所
謂 「本土主義」，甚至 「港獨」思
想，久而久之會導致部分香港青
少年與國家離心離德，甚至誤入

歧途。
他坦言，目前部分

香港青少年對內地少
認識、少接觸，以
致對國家、民族感
情淡薄。因此，要
通過 「多渠道」令
香港青少年對國家
更加理解，形成國

家觀念與民族意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團長、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譚惠珠（圓圖）亦表示，現在正要
討論 「十三五」規劃，有利於讓青
少年了解國家過去三、四十年的發
展，亦可以了解內地現時在基建硬
件上的成就。而香港的優勢則在於
軟實力，如專業人士、法治環境等
，希望年輕人能夠發揮所長，將香
港的軟實力與國家的硬實力相配合
。她還提到，基本法在港青少年中
的推廣還不夠，希望政府能用深入
淺出的方式來推廣。

香港長期被單純視作中資 「走出
去」 的橋頭堡，實則雙方的關係猶如
利益共同體，互相依存。全國政協科
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華集
團主席蔡冠深昨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稱，希望通過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立，促進兩地企業強強聯手並錯
位發展，共同把握 「一帶一路」 政策
帶來的發展機遇。

大公報記者 李靈修 北京報道

▲蔡冠深希望通過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立，兩地企業共同把握 「一帶一
路」 政策帶來的發展機遇 大公報記者李靈修攝

包陪慶新書發布
科技發展可助年輕人創業

喜愛麥兜代表草根精神

王晨看望港澳代表

▲▶包陪慶昨日在北京兆
龍飯店為《我的爸爸包玉
剛》一書舉行新書發布會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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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認為兩
地在科創方面亦
可強強聯合。圖
為香港科學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