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選粵港澳大灣區？

留學美英 兄從硅谷回流
「內地寵物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市場

，喺我哋做嘅資料調查顯示，內地有超過
一億人養寵物，佢哋大部分35歲以下，女
性居多，每個月每隻寵物至少肯付出500
元人民幣作為飼養費，佢哋對科技產物嘅
接受能力非常高，符合晒我哋研發創新產
物嘅要求。」佳寵國際集團行政總裁吳民
進（Anthony）說。

Anthony與哥哥Alfred（吳民卓）來自
電子業世家，父親是香港電子業商會會長
吳自豪，在東莞生產電子產品，兩兄弟分
別留學美、英，曾在美國硅谷工作的
Alfred，回港後曾帶領粵、港科研人才，
專責開發智能產品；Anthony則專責產品
管理及推廣。

優勢互補 港研發莞生產
兩兄弟早就鎖定進軍大灣區市場，一

年多前已在內地多處設置辦事處，包括深
圳福田、南山、前海，以及北京三環等。
Anthony說，在內地設辦事處，是希望在
《規劃綱要》具體措施出台前，做好前期
工夫。

「我哋都諗過先喺熟悉嘅英美兩國推

廣產物，但發現外國人在照顧寵物上，不
及香港和內地人般視作家人，另外中美貿
易戰局勢時晴時陰，美國市場不可靠，我
哋認定全力到大灣區推展產物，更加合適
，大有可為。」

公司研發的寵物智能用品──寵物健
康管理系統（PETBLE）及監測寵物活動
量的智能偵測器（SmartTag）已面世，控
制寵物食量的智能餵食碗（SmartBowl）
則將近完成，準備投產。

智能產品的生產鏈模式與《規劃綱要
》的精神一致，着重粵、港優勢互補， 「
香港主力負責研發，喺東莞生產，港、粵
兩地同事聯手策略性推廣及促銷。」
Anthony說。

拆牆鬆綁 利便大展拳腳
Anthony坦言，期待大灣區發展規劃

的具體措施出台，即馬上啟動進駐， 「我
諗最大係關卡問題，無可否認因我哋係港
商身份，屬於外資，喺內地要發展一套新
嘅創新企業，唔可以好似內地人咁，話做
就做，要經過好多程序同審批，例如成立
外商獨資企業之類等，我希望隨着大灣區
發展，可以將呢啲關卡逐一拆除，利便我
哋呢類企業喺大灣區發展。」

灣 區•港 故 事
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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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偵測器與智能餵食碗均在
東莞廠房製造 受訪者供圖

睇好寵物經濟科創兄弟發圍
灣區市場大 消費者接受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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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機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特

區政府會不遺餘力，竭盡所能推
動大灣區的發展，對於不少港資
初創企業來說，是支強心針。在
英美留學的吳氏創科兩兄弟，兩
年多前在港成立智能寵物健康管
理系統，研發寵物活動的智能偵
測器及控制食量的智能餵食碗，
兄弟倆一早認定大灣區市場大有
可為，在內地多處設辦事處，全
速進軍大灣區智能寵物用品市
場。

點 擊 香 江
屠海鳴

王志民勉勵代表委員兩個大有可為含義深刻

前天下午，香港中聯辦舉行2019年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新春茶話會。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並致辭，副主任楊健
、陳冬、譚鐵牛、何靖，全國政協港澳台僑
委副主任黃蘭發，中聯辦秘書長文宏武和中
聯辦許多部門負責人出席茶話會，與200餘
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聯誼交
流，喜迎新春。

王志民主任高度肯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過去一年的履職情況，讚揚
代表委員在六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參政
議政、建言獻策；傳遞宣介 「中央聲音、國
家議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作為；推進社團和小區建設，支持
愛國愛港力量發展壯大；促進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促進兩地交流合作；共同推動香
港社會形勢持續穩中向好。他希望代表委員
要發揮 「雙重積極作用」，除了參加國家事
務管理，還要在香港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
用。他強調： 「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
面，各位代表委員大有可為；在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勇於擔當、積極作為方面，各
位代表委員大有可為」。

王志民主任冀代表委員發揮 「雙重積極
作用」，勉勵代表委員 「兩個大有可為」，
充分體現出對代表委員履職能力的高度信任
，對香港更加積極地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熱切
期盼，對特區政府 「一國兩制」依法施政的
堅定支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
員，既是香港的民意代言人，又是國家大事

的決策者，重任在肩，定當履職盡責，不負
重託。

發揮「雙重積極作用」，責任重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們的目標愈偉

大，我們的願景愈光明，我們的使命愈艱巨
，我們的責任愈重大，就愈需要匯聚起全民
族智慧和力量，就愈需要廣泛凝聚共識、不
斷增進團結。希望人民政協繼承光榮傳統，
提高履職能力現代化水平，為實現 『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在香港一直公
開宣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的王志民主任說，習總書記這段重要指示同
樣適用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一語中的，言之有理！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敲鑼打鼓、輕
輕鬆鬆就可以實現的，前進的道路上，必然
會遇到許多艱難險阻。這就需要14億中國人
民團結一心，匯聚起奮力前行的磅礴力量。
200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2000多位全國政協
委員來自全國各地、各族、各界，最了解基
層群眾想什麼、盼什麼，最清楚中央政策在
基層實施的效果如何，最明白破解各類發展
難題的訣竅在哪裏。大家匯聚一堂，集思廣
益，就能為國家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這是
我們實現宏偉目標所需，也是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的職責所在。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雖然與內地的
社會制度不同，但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全
國政協委員的職責並未因此而減弱；相反，
責任更加重大。首先，代表委員要深刻領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要充分

理解內地 「選舉民主」、 「協商民主」的意

義，要熟悉內地實現民主的路徑，要了解中
央國家機關的運作方式，這樣才能參政議政
；其次，代表委員要吃透國情。中國是一個
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南北差異較大、東中
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國家。這一特殊國
情，決定了國家出台的政策必須統籌協調、
兼顧各方，這與香港特區的情況天壤之別；
再次，代表委員要 「建高水平之言」 「獻高
質量之策」。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具有
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
踐經驗，關鍵是要把自己的這些優勢與國家
戰略、內地實際有效對接，才能提出高質量
的意見和建議。這必定需要做許多 「功
課」。

儘管發揮好 「雙重積極作用」並不輕鬆
，但港區代表委員視職責如生命，定當付出
百倍努力，不圖虛名，不辭辛勞，不負
厚望！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義不容辭
2019年是全面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的開局之年。王志民主任希望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更積極地支持配
合特區政府抓好規劃實施，把宏大願景逐步
變為現實。王主任說，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代表委員義不容辭，理應更好地承擔起
推廣者、促成者的責任。

當今的中國，正處於新舊發展動能轉換
的關鍵時期。轉型的重點有二：推進高質量
發展，推進高水平開放。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
從這個角度看，大灣區建設是中國經濟轉型
升級的重要抓手。當今的香港，經濟發展也
遇到了 「瓶頸期」，經濟增長乏力，經濟結

構單一，發展空間受地理條件的限制，香港
經濟也必須轉型。從這個角度看，大灣區建
設是香港發展的一次重大歷史機遇。可以說
，大灣區建設既是利國之事，又是利港之事
。港區代表委員可進入人民大會堂議國是、
可到基層做調研，是聯繫中央與香港的橋樑
和紐帶。代表委員對於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既是職責，也有能力，完全可以聚焦 「
香港所長」與 「國家所需」， 「建高水平之
言」， 「獻高質量之策」，特別是有責任引
導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
創業、生活，使大灣區成為廣大香港同胞盡
展其才、安居樂業的共同家園，讓香港市民
在大灣區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凡事開頭難。在全面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的開局之年，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有信心和決心排除困難，
為推進大灣區建設獻計出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鍥而不捨
王志民主任前天在會上公開表揚了數十

位在履職盡職、建言獻策、發揮作用等方面
表現突出的港區代表委員。他表示，在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勇於擔當、積極作為方
面，港區代表委員大有可為。他同時對代表
委員提出四點希望：一要強化 「一國」意識
，堅守初心，守底線、明立場；二要強化大
局意識，顧大局、出實招；三要強化團結意
識，講團結、促和諧；四要強化發展意識
，抓發展、壯實力。

「四個意識」闡明了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方針的關鍵所在，也是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的重點所在。香港社會前些年出

現的 「政治爭拗」，以及 「港獨」勢力浮出
水面，都是從弱化 「一國」、強化 「兩制」
開始，最終表現為只要 「兩制」、不要 「一
國」，這是憲法和基本法不允許的！強化 「
一國」意識，尤為重要。香港特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個行政區，香港與祖國內地都
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人同種，話同音
，文同書，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分離的
！強化大局意識，尤為必要。過去一年多來
，香港社會出現了積極向好的變化，但要充
分認識到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近來就有人
拋出 「香港被規劃」 「大灣區建設模糊了 『
兩制』界限」的言論，這難免會成為推進大
灣區建設的阻力。強化團結意識，是提醒，
更是忠告。最近幾年，香港的發展速度放緩
，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經超越香港，香港錯失
不少機遇，不能再錯失機遇，強化發展意識
，是正確的選擇。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肩負着憲制責任。對此，代
表委員需要有清醒的認識。過去一年，代表
委員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新的一年，代表委員理應按照
王志民主任要求、希望和囑託，進一步強化
「四個意識」，鍥而不捨地繼續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
正是一年春光好，匯聚一堂商國是。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定當更好地
發揮 「雙重積極作用」，為國家繁榮、為香
港發展思與謀、鼓與呼！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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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圖）與哥哥花了兩
年時間設立寵物健康管理系統及
研發智能產品，進軍大灣區市
場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閨密走了 促成企業誕生
Alfred與Anthony這對科

創兄弟，當初之所以決定做
寵物生意，與Anthony一段
不快經歷有關。Anthony曾
飼養一隻白色短毛摺耳貓，

貓仔還是數月大時開始養，他與貓仔感情
非常好，形容貓仔就如 「閨密」，有事總

會跟牠傾訴。好景不常，他某次到上海公
幹四天，回來後驚聞愛貓逝世， 「貓仔原
本健健康康的，牠只不過五歲大。」

Anthony傷心之餘，同時責怪自己為
何沒有及早發現貓仔早有毛病。突如其來
的噩耗，激發他到處了解坊間有關監測寵
物健康系統，發現非常缺乏，原來普遍主

人只關心寵物的美食，但對應吃什麼和吃
多少，以及不同品種寵物應多吃哪些糧食
等，十分 「無知」，兩兄弟於是商量一同
創建相關企業。據統計，內地的寵物貓狗
數量超過8500萬隻，大灣區發展，也將是
「寵物經濟」的黃金時代。

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

中美貿易戰局勢時晴時陰
，美國市場不可靠，我哋認為
全力在大灣區推展產物會更加
合適。

港商喺內地要發展一套新
嘅創新企業，要經過好多程序
同審批，希望隨着大灣區發展
，可以將呢啲關卡逐一拆除。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日前接受新華社
專訪時指出，大灣區發展科創產業，不
能僅為經濟收入，更要滿足人民期望、
推動社會發展，讓市民感受到科創發展
帶來的便利，讓大家覺得這片土地更宜
居、更舒適。

楊偉雄表示，香港在大灣區科技創
新中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簡單來說
就是香港用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深
入大灣區科創發展的過程中，做到優勢
互補，互利共贏。

談及香港的優勢，楊偉雄指，香港

具世界級高校優勢、國際高認可度、融
資成本低等引以為傲之處，香港有四所
高校位列世界高校前100名，科研實力
強，與國際接軌緊密，更受國際尊重。

緊密協作 打造產業鏈
楊偉雄強調，香港科研的優勢，必

須要靠大灣區這個大市場來發揮，大灣
區地多、市場大，香港與這塊腹地緊密
協作，才能打造更完善的創科產業鏈。

楊偉雄又介紹說，近年香港科創產
業發展出現了很好的勢頭，與幾年前相
比，創業氣氛、資本投入都有很大改觀

，特別是金融科技企業在香港發展迅猛
，數碼港三年前開始建立金融科技群體
，目前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已有300多家
，而且三成來自香港以外，包括英國、
印度、馬來西亞、以色列等，充分說明
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吸引力在亞太區
首屈一指。

楊偉雄指出，要帶動普通市民對於
科創的熱情，要讓普通民眾對大灣區創
科事業產生興奮和期待，只是時間問題
， 「就像二十年前的社交媒體產業，誰
能想到今日它給人們的生活交流帶來如
此大的便利？」

楊偉雄：科創帶來便利 市民宜居宜業

小
特寫

對大灣區有什麼期望？

內地有超過一億人養寵
物，佢哋對科技產物嘅接受
能力非常高，符合晒我哋研
發創新產物嘅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