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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在民心相通上多做文章
青年 有話說 ＞＞＞
柬埔寨作為我國 「一帶一路」倡議在
東南亞的一個重要節點、重要交通樞紐，
自古就在 「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經
貿人文交往大通道中，佔舉足輕重地位。
在這個剛剛開始走上工業化，經歷了時代
動盪後，基礎設施等各方面條件還很不完
善的國家。柬埔寨的百廢待興，其活力
正為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而進一步
激發，逐漸煥發蓬勃生機，與我國的 「
一帶一路」在此時找到了最佳的雙贏結合
點。
此次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世茂集
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捐資1000萬支持 「『
一帶一路』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主要

秉堅

近日，專為新來港人士提供服務的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為
響應習主席支持 「一帶一路」 建設的呼籲，決定與 「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香港中心」 簽署合作
備忘協議，捐資1000萬港元，用作支持 「 『一帶一路』 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 ，此次捐資預計將
惠及柬埔寨逾一萬名因白內障致盲的民眾，促進 「民心相通」 。

梁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香港五邑
總會副理事長

是希望將社會共融的理念推廣至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地區，幫助更多眼疾患者
重見光明，這正體現了促進各國 「民心相
通」。

促進民心相通惠全球
「民心相通」是 「一帶一路」建設的
社會根基。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
精神，從多方面開展合作如文化交流、學
術交流、人才交流、媒體合作、青年和婦
女交流、志願者服務等等，是深化各項合
作的重要民意基礎。
近幾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 「一帶
一路」（是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倡議的提出
，內地企業已在 「一帶一路」沿線開始多
項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如亞吉鐵路、連通
蒙巴薩和內羅畢的蒙內鐵路、卡洛特水電
站等，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技術、資
本正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地。這些事實告訴
我們， 「一帶一路」倡議已逐漸從理念轉
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在政策溝
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
心相通各方面不斷加強、深化、提升、擴
大。
為響應 「一帶一路」倡議，還有很多
如許榮茂先生一樣的企業家、慈善家積極
捐資，為 「一帶一路」沿線送出溫暖及希

望，促進 「民心相通」。同時，為了緊貼
國家發展的大局，抓緊 「一帶一路」發展
機遇，有不少青年紛紛加入創新創業的行
列，初創企業如雨後春筍。愈來愈多的香
港青年選擇到內地創業，兩地青年的交流
將愈來愈多，催生了多個行業的創新創業
發展。
首先是旅遊行業的發展。近幾年，前
往 「一帶一路」沿線旅遊的旅客及到內地
旅遊的旅客都大幅增長，帶動內地與 「一
帶一路」沿線的旅遊業發展。
其次是國家政策支持創業空間和科技
園等創業載體的發展，在之前國務院印發
的《關於做好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就業創

業工作的意見》中特別提到：發展創業載
體，加快創業孵化基地、眾創空間等建設
。第三，高科技領域發展，如推動人工智
能、大數據、智慧城市建設，加強在數字
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
等前沿領域合作，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
綢之路。
第四，文創產業的發展， 「一帶一路
」是一條經貿與文化融合之路，建設 「一
帶一路」，經貿合作的 「硬」支撐與文化
交流的 「軟」助力，實在缺一不可。除上
述行業，還有多個領域的企業亦借助 「一
帶一路」不斷創新、不斷蓬勃發展，攜手
共同通向美好的未來。

與時俱進的香港精神
黃

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跨境電
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香港物
流商會常務副主席

情況仍在繼續，這亦說明香港機場
、航空公司、貨運商，亦協助內地
產商拓展全球互聯網電子商貿物流
運輸。
很多人在問：在這互聯網經濟
年代，我能做些什麼？實際上，我
們可以做的有很多。例如，提供個
性化的服務，包括設計、配餐、運
貨、代購、賣貨及買貨等，只要我
們用心留意，一定有合適自己的崗
位。香港是創業興家之地，永遠不
會改變。全球最頂尖的華人家族，
均在香港生根，這就可看出香港這
塊地方醞釀一種精神，我們稱為 「
香港精神」，就是要不斷尋求發展
，不讓自己停下來。
說個玩笑話，我父母均到古稀
之年，衣食無憂，但每日仍在工作
，努力拚搏，這就是我認為的香港
精神。

聽了梁振英的分享，或因我本身從事文化
藝術工作，立即聯想起文化藝術的機遇發展，
就是成立 「一帶一路文化藝術局」的倡議。
早前政府建議成立文化局，專責推動本

，全球網絡聯繫，以及面向世界的窗口的角
色。

摒棄惡性競爭 通力合作
香港與毗鄰港口本身有業務競爭關係，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提出，讓我們對這
樣的局面有了新的認識：如果各方摒棄惡性
競爭，通力合作，發揮所長，將 「粵港澳大
灣區」打造成一個大規模的港口和空港群，
各個城市將自己的發展重點都放在各自的優
勢產業，分工合作以達到互惠共贏的目的，
那麼香港在世界航運業的地位不但不會下降
，反而有更加鞏固的機會。
而香港物流航運業的當務之急，就是擺
正自己的心態和位置，不要一味追求貨運吞
吐量這樣的指標，而是多發揮特長的業務和
代理方式，比如聯繫外地港口開展業務，增
強轉運功能等等，並積極與 「大灣區」其他
城市溝通聯繫，才能揚長避短，抓住機遇。
在 「併船出海」這個新概念的指導下，
香港物流航運業在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的地位
一定能鞏固，甚至提高。

就
敢 是
言

青年意見值得聆聽支持

▲今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許多都與青年關係密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視察香港期
間，多次提及香港青年問題，要求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帶頭關心和幫助青年發展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也十分重視青
年政策，近期推出 「委員自薦試行計劃
」以及聘請20至30名有志從事政策研究
與項目協調工作的青年，加入新改組的
中央政策組，正是期望將青年聲音帶入

政府。
事實上，青年是香港的未來，贏得
青年人對政府的支持，就是贏得香港的
未來。今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許多
都與青年關係密切。因此，如何吸納青
年聲音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相當重要，
青年的意見也值得我們聆聽和支持。
這些年來，我非常榮幸可以通過自
己設立的青年創業基金，協助一些本地
青年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和 「一帶一
路」倡議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讀書、
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
我在與青年的接觸中聆聽到他們最真
實的意見、最有創意的想法和最值得我
們幫助的需求，他們的意見值得我們聆
聽和支持。
近年來，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嚴重

地文化創業發展，為本港藝術發展帶來新思
維。最終因為 「拉布」，而未能成事。
現時，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絕大機遇
下，我認為可以把構思升格，借助 「一帶一
路文化藝術局」，以主導聯繫沿線60多個國
家，讓各地的藝術家呈獻作品給來自世界不
同角落的觀眾，從而帶動文化交流，並有利
於我們把香港獨特的文化藝術及獨特的魅力
「走出去」。香港可藉透過文化局的各類宣
傳，大大提升國際形象地位，這亦會倒過來
帶動整個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為青年提供
一個更大的發展舞台。

莊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
長、薈志動力秘書長、菁英會會員

▲物流業是香港經濟三大支柱產業之一，
而香港亦是全球第五最繁忙的貨櫃港

張

俊勇

制定政策要吸納青年意見
我一直在思考幾個問題
：香港青年要通過什麼渠道
發聲？發聲之後要如何得到
政府的重視？香港的青年問
題癥結在哪裏？我們需要如何幫助青年
解決好學業、就業、創業、擇業之中面
臨的一系列問題？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創會主席

提升港國際形象地位

大灣區為港物流業增機會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近日在網誌上發表了
題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龐大機遇 鞏
固香港國際航運物流中心地位」的文章，筆
者對他的觀點深以為然。
物流業是香港經濟三大支柱產業之一。
香港也是全球第五最繁忙的貨櫃港，去年處
理的貨櫃吞吐量接近2000萬個標準箱，現時
有超過800間與海運服務相關的公司，為兩岸
三地和海外業界，提供包括船舶管理、船務
代理、船務經紀、海事保險、海事法律，以
及仲裁服務等多元化海事服務。但同時，因
為內地港口優勢的增加和其他經濟因素，本
港的物流貨運量近年有輕微下降的趨勢，毗
鄰的深圳港，就已經在吞吐量上超越了香港
，現位居世界第三位。
筆者認為，物流業和香港的其他支柱產
業一樣，在內地高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的
大環境下，同時面對機遇與挑戰。內地經濟
發展迅猛，製造業集中，加上政府政策支持
，有利於在規模上趕超香港這類以轉運服務
作為主要業務的港口。香港的優勢也非常明
顯：低稅收，簡便的手續，國際化的人才

高

部分，有大量工作香港青年可以參與其中。
他指出，現時香港大學生都積極參與義工工
作之中，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需要
大量義工，幫助發展中國家民眾，在 「一帶
一路」倡議下，改善生活，共享成果。
我亦認同香港是 「一帶一路」的重要節
點，也是我國眾多城市中最國際化的城市，
能夠跟國際接軌，所以香港有其特殊地位及
功能，亦有特別責任。 「一帶一路」最重要
的三隻字是 「走出去」，不單是商人，更包
括青年人、藝術家、科技人員等亦能 「走出
去」。其中心的工作重點包括三大範疇，醫
療援助、青年發展和文化藝術交流。

學謙

有網絡購物調查指出，東南亞
、歐美、中東及非州各地，交易都
錄得雙位數增長，最高的區域增幅
超過兩倍或以上。香港未來的發展
亦是離不開互聯網，如何在互聯網
經濟中分取更大的蛋糕，我們需要
更深入的研究。據聞比特幣現時的
價位較年初勁升數倍，連互聯網安
全保障亦是一盤大生意，Fintech更
是大有可為。
互聯網經濟牽動實體產業，銷
售服務和產品，均需要實體產商及
線業工作人員來完成。互聯網實際
亦就是全球化的其中一個體現，全
球買賣均可在互聯網裏交易，而且
交易後的數據，亦作為參考及分析
的資源，愈多用家參與，愈會加速
推動數據交流，從而令各地區更緊
密接觸。
現時的世界，只有想不到，沒
有做不到。我們更應把握趨勢，特
別年輕人更應從中找到商機。香港
青年對潮流和科技的觸覺，都領先
世界，甚至可以說是走在世界前沿
，加上香港人應變能力快、適應能
力強，我們確實要把握機遇。
今年十月尾至今，香港機場航
空運輸出口貨運量屢破新高，一 「
艙」難求，特別前赴歐美中東的貨
運航線，價格一升再升，幅度逾倍
，仍然供不應求。其中，在互聯網
交易的電商貨物比佔逾六成。現時

日前筆者有幸參與 「香港齊心基金會五
周年慶典暨 『一帶一路』晚會」。當晚，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會上就着 「一帶一路
」發表主題演講。梁振英指出， 「一帶一路
」過去一年多以來發展得非常急速，中國人
走出去的勢頭很猛。
梁振英指出， 「一帶一路」已經不是沿
線六十多個國家地區的合作，是全球性合作
倡議。不單是做生意的人關心，而是所有人
的事，特別是五個 「互聯互通」中的 「民心
相通」。他提到外間常誤把 「一帶一路」說
成 「一路一帶」，他則強調俗語所謂的 「帶
路」，所以是 「帶先行，路在後」。他談及
「一帶一路」的最可喜發展，是大家的接受
、認同和支持，全世界不同國家都正面評價
「一帶一路」倡議。
在與青年對話的環節中，梁振英不忘勉
勵青年人要 「走出去」，多看看，掌握每一
個機會。在 「一帶一路」倡議 「民心相通」

松傑

因應互聯網交易增加，香港航空業運輸出
▲
口貨運量屢破新高

應成立一帶一路文化藝術局

「就是敢言」 計劃首席顧問

，尤其是經過了違法 「佔中」、旺角暴
亂和激進派辱華事件之後，有些人開始
對香港的前途充滿焦慮。然而，與我接
觸的這班年輕人，他們讓我們對香港的
未來充滿希望，他們敢言、敢為、敢當
，他們為國家的 「一國兩制」事業和香
港社會寫文發聲，扎實做好政策研究和
對策建議。只要不斷聆聽和支持青年的
發展，承認他們是這個新時代的主人，
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主體，香港青年必定
可以得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