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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港澳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5年內為香港青少年提供2萬
個赴內地交流機會，讓香港青年走進內地學校、企業、社
區、鄉村等，促進他們在內地進行深入社會及文化的交流。

八項惠港青年措施

1

實施港澳青年內地實習計
劃，5年內為香港青年提供
1萬個實習機會，18歲以上香港
大專院校在讀或畢業離校不足2
年的香港青年，及在內地高校就
讀的香港學生均可報名，職位
包括國家機關、中央企業
及中央金融單位等。

3

實施「千校萬崗」全國大學
生就業服務行動港澳青年
專項行動，5年內為香港青年提
供1萬個就業機會。

4

實施「創青春」中國
青年創新創業項目
支持計劃港澳專項活動，
5 年 內 支 持 不 少 於 120 個
港澳青年創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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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內，
國家將為港青提
供二萬個赴內地
交流的機會，讓
青年開拓視野、
充實自己。

◀

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講
會昨在港舉行，發布八項
措施，助港青抓住機遇，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中央八措施惠港青
五年提供一萬職位

3

4

5

6

7

8

提供1萬個
就業機會

支持港澳青年
創業項目

開放申請
獎學金渠道

開放參加
全國大賽渠道

開放申請
科技創新獎等
獎項渠道

設服務機構
助融入
大灣區發展

「
全國向上向善好青年」
推選活動：

「
千校萬崗」
專項行動：

•團中央於去年2月啟動了共青團 「千校萬崗」 專項
行動，目的是幫助青年尤其是高校畢業生在疫情防控
特殊時期順利就業，為畢業生提供線上就業資訊、搭
建線上求職渠道、提振就業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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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1.5注中
每注派969,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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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53注中
每注派73,190元

•推選活動每年舉辦一次，採取社會化推選的方式，廣
泛動員各領域、各行業團員青年積極參與活動，主動尋
找、發現自己身邊符合好青年推選標準的青年榜樣。

「
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
：

•於2020年設立，旨於培育科技創新人才，推動醫學及
生命科學等領域的創新發展，同時支持基層公共衞生防
疫。此獎項每年評選出不多於10名38歲以下的中國青年
科技工作者作出嘉許。

12355服務熱線：

•共青團中央專門為青少年而設立的服務熱線，以線上
諮詢、來電跟進等服務為主，面向廣大青少年及家長提
供 「來電必答、留言必回、求助必覆」 的熱線服務。廣
州是全國首批12355熱線試點城市。
大公報記者整理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下期多寶／金多寶獎金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60,000,000元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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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代表：體現中央非常關愛港青
【大公報訊】中央惠港
青年措施宣講會昨日召開，現
場多名青年代表接受《大公報》
採訪時表示，今次惠港青年措施體
現中央高度重視香港青年發展，能夠
推動香港青年與內地全面交往，冀香港
青年把握機遇，找到自己的定位，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

﹁
﹂

張志華：做好配套 把好事辦好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部長張志華致辭時指出，一系列惠港青年措施是中央送
來的 「大禮包」 ，鼓勵港青抓住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致辭時表示，希望年輕人更
好裝備自己，培養多元技能，樹立正向思維，奉獻國
家。
張志華表示，香港青年要認清和把握國家發展要
求，胸懷 「中國夢」 ，踐行 「香港夢」 ，增強做中國人
的志氣、底氣、骨氣，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找到自
己的發展機遇，共享國家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香港青
聯作為中央惠港青年措施的落地承接組織，應主動對接
有關方面， 「把實招落實、把好事辦好」 。他續指出，
希望特區政府給予更多的配套措施，拿出更多的資源，
支持中央惠港措施落地見效，並希望香港青年主動當好

◀

「義務宣傳員」 ，把這些好消息廣泛傳播，爭取惠及更
多的香港青年。

徐英偉籲珍惜中央措施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指出，香港青年必須更好裝
備自己，在培養多元技能、發展學業事業的同時，建立
正確價值觀和正向思維，一展所長，貢獻國家。特區政
府將與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
夢想的社會環境。他還提到，國家「十四五」規劃列出
香港的重要定位，特區政府會就專業化和產業化作長
遠規劃，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締造更多元發展。最
後，他勉勵香港青年珍惜中央特別為港青推出的措施，
抓緊機會裝備自己，發揮香港優勢，成為有大局思維的
國民。

全面交往、廣泛交流、深度交融，增進香港
青年國家認同，增強自身發展信心。他期
望，香港盡快與內地通關，青年可以到內地
發展就業，並期望香港青年人到內地發展，
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還要跳出 「金魚
缸」 ，游向祖國的大海。
全國青聯委員、香港菁英會主席凌俊傑
表示，香港菁英會一直幫助香港青年人到內
地發展，落實不同政策，幫助香港青年人的
就學就業，一直致力讓香港青年人更加了解
祖國。而這次的惠港八條，每一條都能惠及
香港青年人，幫助他們融入國家發展。他又

說，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青年人的關注及幫
助，期望香港年輕人把握這次的機遇，找到
自己的定位，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李曠怡
表示，這次八項惠港青年措施方便青年到內
地就學就業，期望香港盡快與內地通關，令
到香港與內地交流接通，青年人也可以到內
地發展。他又說，在科創領域上，內地在全
球領先，香港青年應該要把握機遇，融入國
家科創發展。而今次中央開放中國電信獎學
金和其他比賽渠道，鼓勵香港學生參與科創
產業，令香港青年有更多的出路及發展。
梁宏正表示，一系列惠港青年措
施，反映中央對港青十分關愛。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話你知

•自2014年起設立，旨在發掘、樹立、宣傳優秀青
年學生典型，對優秀大學生進行獎勵。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A 大灣區就業青年高珊琳：提前了
解，積極加入。對於文化差異保
持積極開放的心態，認真對待每
一項重要任務，將實習過程當做
歷練與成長。也無需擔心語言，
「普通話不好」 反而能成為優
勢；充分利用內地年輕人對
「港普」 的喜愛，積極活躍
氣氛、主動請教發音，對
拉近社交距離大有好
處。

運東來期望大灣區可為港青提供多
元化的就業機會。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未來港青
將有更多機
會到內地工
作，緊貼國
家 發 展 步
伐，成就人
生理想。

「
中國電信獎學金」
：

報料熱線
9729 8297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A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菁英會永
遠榮譽主席莊家彬：創業者的
啟動時期，若無人脈與配套實
施，徒有資金也是白白浪費。
有許多實際例子說明，創業者
參與 「創青春」 等比賽，除了
獲得獎金外，更重要的是在比
賽期間能與不同地區的參賽
者、不同部門的人士進行接
觸，收穫大量人脈，為往後業
務的展開 「搭橋鋪路」 ，相信
已足夠有吸引力。

Q 此前從未去過內地的同學，赴內
地實習前，應做好哪些準備？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青聯副主席詹勝
表示，相信今次措施能推動香港青年與內地

•以培育新時代青年創新創業主體為宗旨，通過發掘
一批青年創新創業主體進行直接資助和重點支持，營
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

《粵港澳大灣區》
第15期

Q 除獎金之外，是否有其他誘
因吸引港青參與創業項目的
競賽？

盼盡快通關深入交流

「
創青春」
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

今天隨報附送

◀

徐英偉表示，希望年輕人更好裝備
自己，培養多元技能，奉獻國家。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此外， 「 『千校萬崗』 香港青年專項行
動」 預計五年內為香港青年提供一萬個就業
崗位； 「 『創青春』 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
支持計劃香港專項」 預計五年內支持不少於
120個香港青年創業項目。而 「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服務陣地」 則包括在大灣區開通
「12355」 港澳青年服務熱線，建設面向港
澳青年的實體服務機構 「大灣區青年家
園」 ，編訂《粵港澳大灣區資訊通》手冊，

A 全國政協委員、港專校長陳卓禧：並非是
「人才流失」 ，而應是 「人才流通」 。香
港年輕人若無機會流通， 「死咕咕」 困在
本地亦對發展無益，不如懷抱開放的心
態，走出去 「打個彎」 ，再回來建設
香港。此外，一直以來港青都會去內
地或外國留學，從未有人產生類似
憂慮，證明香港只要社會安定，
能提供良好的發展前景與生
活環境，本地、外地青年
都願意在香港發展，相
信不會出現 「人才
流失」 。

打通到內地發展「最後一公里」
全國青聯秘書長劉愛平表示，這 「八項
舉措」 涉及香港青年關心關注的各個方面，
力求打通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 「最後一公
里」 。她希望大家用好惠港青年措施，助力
拓寬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管道載體，推動
兩地青年深度交融。
是次宣講會由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中華全國青
年聯合會秘書處、民政事務局、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及香港青年聯會聯合舉辦，全程以線
上線下方式同步進行，並透過香港青年聯會
的社交媒體專頁進行直播，讓更多年輕人參
與和了解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重視和培育。民
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
長張志華，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梁宏正
等作為主禮嘉賓出席。

接觸最新科技

實習獲益良多

張志華指出，一系列惠港青年措施
是中央送來的 大禮包 ，港青應抓
住機遇。
大公報記者梁堅攝

開放申獎學金及參與全國賽

為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提供全面精準的
服務。
對於 「在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優化拓
寬香港賽道」 ，全國青聯秘書處表示，國家
此次開放 「逐夢杯」 中國青年芯片科技創新
大賽港澳青年參加渠道，為港澳青年參與全
國性青年科創賽事提供更多機會。
其他措施還包括 「向香港大學生開放中
國電信獎學金申請通道」 ，每年評選20名本
港優秀大學生，準則包括熱愛祖國、擁護
「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以及具有正確政治
思想及立場，以及在創科、社會治理等有優
秀成績等；其他獎項如 「全國向上向善好青
年」 、 「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 也開放予
香港青年申請，希望樹立香港青年良好形
象。

喜獲合作夥伴

擴闊視野良機

港青赴內地發展Q&A
Q 大量香港青年湧入大灣區，會否導致本港
人才流失？該如何平衡？

謝苡琳（交流團參
加者）：我參加內地交流
團，印象深刻，與以往的旅行截
然不同。回港後，我亦參與籌辦內地
交流團，例如籌辦西安交流團，讓我發
現籌辦一個交流團極之不容易，在尋找
學校合作交流團和尋找機構進行參觀活
動都遇到了困難。有了當地的機構和
合作夥伴幫助，才能令到香港大學
生有機會在內地進行一個有意
義及有深度的交流。

李曠怡表示，這次八
項惠港青年措施，方便
青年到內地就學就業。

2
提供2萬個
赴內地
交流機會

王偉倫（內地就業
者）：我加入了內地的科研
公司工作，長時間在內地工作和
生活，我認為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非
常方便。能夠在內地的科技公司工
作，可以接觸內地最新最領先的科
技，令我眼界大開。我相信這些工作
經驗，除了讓我緊貼未來國家發展
步伐之外，在工作上也能讓我
有更多的機遇和更好的發
展。

劉建宇（實習計劃
參與者）：我參加了香港青
年聯會舉辦的內地的暑期實習計
劃，來到北京故宮進行實習工作，
在古色古香的地方工作，感覺非常新
穎。是次實習計劃，令我了解了內地的
工作文化以及內地社會制度。以故宮
為例，是一間事業單位，如同香港的
法定機構，我也學會在內地如何
生活。總括來說，是次實習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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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開通12355港澳青年
服務熱線，建設面向港澳青
年的實體服務機構 「大灣區青年家
園」 ，編訂《粵港澳大灣區資訊
通》手冊，為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
發展提供全面精準的服務。

凌俊傑表示，希望港
青把握這次機遇，融入
國家的發展大局。

1
提供1萬個
實習機會

林衍宏（挑戰盃參
加者）：在恩師的鼓勵推
薦之下，我報名了挑戰盃全國
賽，目標是奪得第十六屆挑戰盃
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
獎項。參加挑戰盃競賽，了解到全
國各地的科技項目，令我讚嘆不
已，這次比賽是一個擴闊視
野的好機會。

詹勝期望，香港盡快
與內地通關，青年可以
到內地發展就業。

中央惠港青年八條要點

中央惠港青年八條包括 「香港青年內地
實習計劃」 「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
「 『千校萬崗』 香港青年專項行動」 「 『創
青春』 中國青年創新創業項目支持計劃香港
專項」 「向香港大學生開放中國電信獎學金
申請通道」 「在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中優化
拓寬香港賽道」 「開放全國向上向善好青
年、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等榮譽獎勵香港
青年的申請渠道」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服務陣地」 。
據全國青聯秘書處介紹， 「香港青年內
地實習計劃」 將於五年內為港青提供一萬個
實習機會，對象為18歲以上香港大專院校就
讀或畢業離校不足兩年的港青，以及於內地
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職位包括國家機關、
中央企業及中央金融單位等。
「香港青少年內地交流計劃」 預計於五
年內，為14至35歲港青提供二萬個赴內地交
流的機會。計劃通過邀請香港青少年到內地
學校、企業等開展社會實踐及文化交流等活
動，促進內地與香港青少年的廣泛交往，助
香港青少年開拓視野、增長見識、歷練成
長。

內地港青心聲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支持內地實習交流創業 融入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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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澳青年開放申請全國向
上向善好青年、鍾南山青年
科技創新獎等獎項的渠道。

◀

港 青 喜 訊

為促進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在中央統一安排下，昨日有關部門
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在香港舉辦中
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講會，發布並解讀中
央惠港青年八條，當中包括五年內為港
青提供一萬個就業崗位、一萬個內地實
習機會、兩萬個赴內地交流的機會等，
內容涉及求學、就業、創業、實習、競
賽、評優評獎、青年服務等具體項目。
超過150位不同界別香港青年代表出席
宣講會。
據介紹，此次發布的中央惠港青年
八條，有望拓寬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
管道載體，推動香港青年與內地全面交
往、廣泛交流、深度交融，增進香港青
年對國家認同感，增強自身發展信心。

大公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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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逐夢杯」 中
國青年芯片科技創
新大賽港澳青年參加渠
道，拓寬和優化 「挑戰
杯」 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
科技作品競賽、 「挑戰
杯」 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
競賽、 「創青春」 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港澳賽道，為港澳青年參
與全國性青年科創賽事提
供更多機會。

為港澳大學生開放
申請中國電信獎學
金渠道，每年分別評選
20名香港大學生、10名
澳門大學生。

◀

運東來：大灣區提供多元就業機會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宣講
會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副
司長運東來透過視頻連線介紹了《關於支
持香港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
施意見》。運東來指出，《實施意見》可
概括為 「就業渠道有拓展」 、 「創新創業
有支持」 、 「能力提升有保障」 及 「就業
服務有加強」 四點，並期望大灣區為港青
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如為事業單位就
業制定崗位計劃，對參加 「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 港青給予生活補助；同時為創業
港青進行全方位扶持，提供創業諮詢輔
導、成果轉化等 「一條龍」 服務。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致辭時表示，

此次八項措施的推出，反映了中央一直幫
助港青了解國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梁宏正：聽到港青對未來發展看法
梁宏正表示，全國青聯一直是中央和
青年溝通的橋樑，在服務香港青年期間，
聽到了他們對未來發展的看法與希望，一
直以來持續向有關部門反映香港青年的所
思所想，而有關部門也給出正面積極的回
應。一系列惠港青年措施，為香港青年的
交流實施提供了更多機會，鼓勵青年人在
科創創業等領域取得好成績，並對學業突
出的青年給予獎勵，提供大灣區青年熱線
服務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