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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香港旅游资源优势
据陈茂波透露，他最近主持了旅游

事务高层统筹会议，推动各政策局及部
门的相互协调与合作，落实本届政府推
出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该蓝图的
内容包括发挥香港旅游资源的优势，培
育及拓展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及项目，
以迎合不同客群的喜好，并完善旅游配
套，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香港特区政府近来锐意打造凸显
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此前推出的“旧
城中环”“香港·大城小区—深水埗”“设
计香港地”等地区计划，均广受市民和
旅客欢迎。今年年底，特区政府将在有
近300年历史的西贡盐田梓村推出集
艺术、文化、古迹及绿色元素于一身的
崭新旅游体验项目，同时将与当地村民
合作，把盐田梓村活化成开放式的“博
物馆”。

特区政府同样计划推出“水上的
士”服务，让旅客和市民可在维港两岸
不同地点上下，乘船饱览维港景色，并
方便他们到访维港不同景点。特区政
府准备于今年下半年进行招标，预计
2020年投入服务。

多元化发展凸显地方特色
香港旅游发展局除积极推广人文

和自然景点，还倾力打造节日盛事。比
如春节期间有花车巡游、赛马、花市等，
为佳节赴港旅行的游客提供文娱飨
宴。旅发局还大力推广邮轮旅游，引领

游客感受海路风情。
香港中环新海滨不单是市民休憩

的好去处，更可成为不同类型活动理想
的举办场地，其中包括已先后3次顺利
举办的电动方程式锦标赛。比赛除了
吸引大批参赛车手和工作人员、外地赛
车爱好者等高消费过夜旅客赴港，同时
提升了香港的城市品牌和国际形象。
特区政府正积极与主办机构商讨，继续
在港举行赛事。

特区政府一直支持香港的两个主
题乐园推出不同的新项目和设施，保持
对旅客的吸引力。毗邻海洋公园的第
一家酒店已投入服务，公园现正全力发
展全天候水上乐园及第二家酒店。迪
士尼乐园在分期推出新设施和游戏项
目外，近年也善用度假区内的户外场地
举行露天演唱会，未来陆续有其他国际
及区内知名歌手表演，相信会很受当地
及其他地区观众欢迎。

在智慧旅游方面，抵港旅客现在可
在香港国际机场、高铁西九龙站及港珠
澳大桥香港口岸，使用免费的“Wi－Fi.
HK”服务上网，特区政府计划将服务同
样扩展至落马洲支线等其他跨境口岸。

合力打造大湾区旅游品牌
多元化旅游发展策略为香港旅游

业带来无限可能，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东风，作为国际旅游中心的香港又
迎来腾飞之机。今年2月，《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其中提到支
持香港成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及“一程

多站”示范核心区，建设多元旅游平台。
伴随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

大桥等大型基建开通，区域内“一程多
站”旅游模式不仅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
前往大湾区游玩，也为区域内居民前往
其他旅游目的地提供便利。同时，随着
大湾区日渐整合发展为体现不同旅游
特色的区域，香港、广东、澳门旅游推广
机构可深入开展合作，合力打造大湾区
的旅游品牌，推出结合高铁、大桥与邮
轮的旅游产品，鼓励游客取道香港开展
邮轮假期。

大湾区内交通四通八达，11个城
市更有千秋，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一程
多站”可与城市间“随机搭配”相结合，
为游客提供体验多元化的路线选择。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镇汉认为，这
会是大湾区旅游市场发展最大的优势。

在刘镇汉看来，未来几年大湾区旅
游发展中，香港仍将扮演“主导角色”。
作为国际大都会，香港在海内外旅客中
普遍有很高的认知度。“在亚洲地区，香
港是一定要来的地方，就像欧洲的伦敦
和巴黎，美国东岸的纽约”。

作为优质客源基地，香港有能力向
澳门及大湾区其他城市输送客源。不
过有香港业内人士认为，香港面积不算
大，旅游景点不算多，如果大湾区能获
得成功推介，对香港进一步提升吸引力
也有帮助。随着澳门、珠海等地机场及
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最终可实现大
湾区内城市互送客源，达到互利共赢。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近日在珠海
市斗门区鹤洲北正式动工。首期项目计
划于明年上半年建成，全部投产后预计年
产各类蔬果约5000吨，重点销往港澳地
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主要城市。

这是珠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重
要引擎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
抓手。珠海市副市长刘嘉文表示，港珠澳
现代农业示范园建成后将极大提升珠海
现代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并能够为港澳持
续稳定供应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对引领珠
海高科技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进一步保障
供港澳食品安全、促进珠港澳深度融合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期建设15.6万平方米
智能连栋温室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由珠海华
发集团联合国内外一流专业机构、科研院
所、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的现代设施农业科
技示范项目。该项目已与农业农村部规

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
国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京鹏环球、俄罗
斯Eco－culture、荷兰Kubo、荷兰Pri-
va、荷兰Rijkzwaan、以色列Netafim等
建立战略合作，将整合现代设施农业研
发、生产、装备、运营管理、营销等全链条
环节。

示范园首期项目位于鹤洲北片区，用
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将建设约15.6万
平方米智能连栋温室，构建温室框架、环
境调控、育苗栽培、智能控制、采收配套五
大智能系统，重点发展第5代智能连栋温
室，打造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的现代
农业样板。首期项目计划于明年上半年
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全部投产后预计年
产各类蔬果约5000吨，重点销往港澳地
区及大湾区主要城市。

聚焦高价值农产品，优选种植品种，
示范园将建立“1+5+X”丰富多元农产品
体系，重点种植高品质串收番茄，搭配种
植叶菜、黄瓜、草莓、甜椒、花卉，并通过植

物工厂技术探索种植技术难度大、附加值
高的高端食用菌、名贵中草药等。

据悉，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通过先
进技术种植生产的果蔬相关产品还将取
得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供港澳蔬菜、出
口欧盟等专业认证，并建立全程可追溯系
统，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后续将不断扩大
健康食品基地布局

作为港澳食品安全供应的重要一环，
珠海近年来主动抢抓战略机遇，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结
合起来，出台系列政策举措将珠海农业资
源比较优势与区域化生产布局相结合，以
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主要平台，
积极支持现代科技农业发展。

刘嘉文表示，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
项目应用技术先进、示范效应突出，是珠
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新引擎、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新抓手、助力珠

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新平台，要积极争创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在全省乃至
全国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的现
代农业样板。

珠海华发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发展
以现代高科技设施农业技术为引领的健
康食品业务不仅是积极响应中央、省、市
关于发展现代农业号召，践行国企担当的
重要举措，也是华发集团实施“科技＋”战
略转型升级，进一步聚焦科技、紧扣实体，
全力谋求发展新的实体产业业务的重要
突破方向之一。

后续，华发集团将以首期项目为示范
引领，在珠海斗门、金湾地扩大健康食品
基地布局，适时向种植生产上下游延伸，
推进相关农产品交易、种业研发、农产品
深加工、设施农业智能装备制造等项目，
全面构建完善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体系，
打造健康食品的示范供应基地，奋力开创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新格局。

据南方日报

特色旅游增色“魅力香港”
打造大湾区旅游品牌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以“魅力香港”为题
发表网志，并谈及香港的旅游业发展。他引述国际市场的研
究指出，香港在“全球百大最受旅客欢迎城市”排名中，连续8
年居于首位，足见香港的旅游魅力。

2018年访港旅客超过6500万人次，海外入境约1600万至
1700万人次。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东方之珠”光芒璀璨
夺目。香港特区政府近来更锐意打造地区特色旅游，以吸引
更多海内外旅客赴港观光，让香港旅游业的金字招牌更耀眼。

港珠澳现代农业示范园在珠海正式动工
投产后预计年产蔬果5000吨，重点销往港澳地区

近日，20位完成中医学副学士课程
的香港青年学生来到位于广州番禺区
的祈福医院，各自进入不同的科室岗
位，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实习。

6月起，广州施行大湾区首个支持
港澳青年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提出

“发挥广州高等教育资源密集优势，争
取国家支持率先开展与港澳高校大专
（副学位）学历互认试点”，并推动港澳
专业人才在穗便利执业，在穗就业的港
澳青年同等享受各类就业补贴。目前，
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所广州
高校接受香港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学生
申请本科专业。

“来广州读书，就必须更加努力。”
杨泽富和他的同学参加的是“祈福集
团·新时代青年创智发展计划之2019京
穗港台大学生交流”活动，共有100多位
来自北京、广州、香港的大学生来到广州
番禺，进入祈福集团旗下各机构开展暑
期实习，体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对于20位到祈福医院的香港中医
学子而言，他们希望借暑期实习的机会
提前体验内地生活，为今后在广州的学
习生活做好准备。

进入医院的实习岗位，意味着香港
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要在广州医生的指
导下实践落地，同学们对此并不感到陌
生。“学校许多任课老师就是从广州中
医药大学请来的教授，我们同样都是广
州老师教出来的。”杨泽富说。

在儿童保健康复科实习的毛迪琨
说，自己选择学中医的一个原因是受到
家庭的影响。“我的外公就是中医医生，
已在东莞开诊所行医多年。”他说，期待
能到广州读本科，今后也更方便到外公
的诊所里去帮忙。

在香港的中医学子看来，内地的中
医职业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目前还没
有专门的中医医院，且中西医分治，中
医师不能开西药。”陈泳潼说，“内地的
中医执业医师同时需要具备西医知识，
治疗上也有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支持澳门、香港分别发挥中药质量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药检测中心优势，
与内地科研机构共同建立国际认可的
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推进中医药标准
化、国际化。

在5月16日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
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粤港双方将

“深化中医药领域合作”列为实施《粤港
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

在祈福医院的实习将在8月结束，
但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的20位同学更愿
意把这趟广州之行视作一个开始。“期
待在9月开学时，我们都能如愿升学再
来广州。”杨泽富说。 据新华社

杏林花开大湾区
——香港中医学子广州实习记

今年以来，全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和首批5G试点城市深圳，加大力度推
广5G技术在更多场景中应用，营造了
全民参与5G发展的良好氛围，共同推
动深圳5G试点走在全国前列。

据了解，在构建5G产业生态方面，
深圳市积极支持5G系统设备、关键零
部件、系统解决方案商和应用端企业发
展壮大，华为、中兴通讯等在5G通信设
备领域全球领先，国人通信、摩比天线
等在细分领域实现了高端应用。在推
进5G示范应用方面，央视春晚深圳分
会场在全国首次采用5G+4K超高清直
播；宝安塘头派出所与深圳电信联手建
成了全国第一个5G智慧派出所；华侨
城洲际大酒店启动了第一个智慧酒店
建设；招商局集团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第一个5G智慧港口。

深圳市市长陈如桂表示，深圳将加
快5G商用步伐，积极推进5G等信息基
础设施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共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将持续推动5G网络、技术、产品与应用
深度融合，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基础设
施完备、核心技术一流、应用场景丰富、
生态体系健全的国际领先5G创新中
心。 据新华社

深圳推广5G技术
在更多场景应用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中华礼仪
教育”启动典礼近日在香港举行。活动
将在香港学校推动礼仪教育，让学生得
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和影响，从而树立良
好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国学中心主
任邓立光表示，中华礼仪是每一个中国
人都应具备的。推广中华礼仪教育，让
孩子从小学习诚敬谦和，培养良好品
行，这项工作意义深远。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彭
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经济发
展领先地区，要向外展现中华礼仪之邦
的风范，大湾区要争做弘扬中国文化、
传承中华礼仪教育的地区。 据新华社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中华礼
仪教育”在港启动

将在香港学校
推动礼仪教育

香港中环及上环一带的高楼大厦香港中环及上环一带的高楼大厦。（。（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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