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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與龔正分別率團視像參與

滬港合作會議 13 範疇達共識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滬港合作會議第 5 次會議昨日
以視像形式舉行，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與上海市市長龔正
分別率領兩地代表團參與。林鄭
月娥指出，上海和香港是國家具
有特殊地位和功能的中心城市，
一個是長三角經濟城市群的引領
城市，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
心城市，兩地在 「十四五」 時
期，應該進一步深化在金融、創
新科技、貿易投資、文化藝術等
多個領域的合作，以更廣泛、更
緊密、更深入的合作去服務國家
所需、貢獻國家發展。

祖國版圖兩顆明珠
龔正表示，香港和上海如同鑲嵌在祖國版圖上的兩
顆明珠，競放光芒，交相輝映。建立滬港合作會議機
制以來，兩地經貿關係持續深化，人員交流日益密
切，合作領域不斷拓展。第 5 次會議的召開，標誌
滬港合作站上新的歷史起點。希望兩地進一步服務和

債券市場跨境聯通機制。
其他範疇還有貫徹落實兩地教育合作備忘錄項
目，支持 「滬港大學聯盟」建設發展；支持和促進
兩地法律、仲裁、調解等服務專業擴大業務合作，
合作舉辦滬港法律論壇；積極支持香港第一家中醫
醫院的建設，促進兩地開展中醫藥學術和人才交
流，推動兩地在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方面開展交
流；繼續支持舉辦 「滬港澳青年經濟發展論壇」，
不斷優化香港青年內地交流和實習計劃等品牌項
目；上海繼續落實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一系列政策
措施；善用不同渠道和平台促進兩地航空航運和物
流合作。香港和上海亦同意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
環境保護、體育及旅遊和社會福利服務等方面繼續
深化合作。

簽署 4 份合作文件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後排中)率領港方代表團，昨以網上視像形式參與滬港合作會議第 5 次會議。圖示
會上簽署 4 份合作文件。
融入新發展格局，攜手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
深層次的合作，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更好地惠及
兩地民眾，共同服務國家改革發展大局。希望進一步
深化重點領域合作，加強城市數字化轉型等方面的交
流，促進人工智能等先導產業的開放合作，深化兩地
文化交流互鑒。希望進一步推動兩地合作提質增效，
優化機制，創新方式，努力實現最大綜合效益。
會議就 13 個範疇的合作方向達成共識，當中包括鼓
勵香港企業參與在上海舉行的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繼續推動兩地企業攜手建立夥伴關係，聯合參
與 「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支持滬港藝術團體、演藝
學校及文博機構等舉辦在線文化交流活動，邀請上海
昆劇團、上海評彈團、上海越劇院等來港演出；支持
建立滬港兩地政府間的科技交流機制，鼓勵搭建交流
與合作平台；深化滬港金融合作工作會議機制，鼓勵
港資金融機構到上海設立或參股銀行、保險、證券、
基金類機構，研究擴大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目標範圍，
持續優化滬港通的交易及結算機制，推動內地與香港

大灣區試聘港中醫師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廣東省中醫藥局
昨日公布，擬在今年內在廣州及深圳選定公立中醫醫
療機構試點，以合約制形式招聘香港中醫師。據公告
顯示，7 家試點會在今年招聘 12 名合同制港澳中醫
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感謝中央政府及
廣東省有關當局一直以來對香港中醫藥發展的大力支
持，措施可讓年輕一代有機會到大灣區發展。中醫界
人士認為，措施可以為業界帶來更多機遇。

首批 7 機構作招聘試點
大灣區內地公立醫療機構招聘港澳中醫師試點工作
通報會在廣州召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港澳台辦公室
副主任朱海東、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陳澤濤等以線上
形式參與。據會議通報，首批開展招聘港澳中醫師試
點的機構有 7 家，分布在廣州、深圳、珠海。試點機
構會於今日公布招聘公告，9 月 20 日前完成報名，9
月 30 日前完成資格審核，10 月 15 日前完成考核錄用
並公布。

據公告顯示，招聘對象是香港、澳門的註冊中醫
師，是香港、澳門的永久性居民，符合 「C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
允許具有在香港、澳門合法執業資格，且持有有效
執業證明書等赴內地開展行醫的條件。
陳肇始表示，有關措施讓香港中醫師可進一步在
國家醫療體系內工作，從而促進有關中醫藥的交
流，亦同時讓香港中醫師有機會到大灣區發展。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
相關補充協議已開通一系列政策，便利香港中醫師
到內地執業和設置醫療機構，新安排讓香港中醫師
可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開拓更大發展空間。
大灣區招聘港澳醫師試點工作通報會昨在廣州召開。圖
陳澤濤於香港會場表示，這是關於大灣區的重要
記者 馮瀚文攝
內容，意義重大，令人鼓舞。措施反映中央關心、 為香港會場以線上形式參與。
關愛香港同胞，而這是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打造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認為，措施可為業界
中醫藥臨床科研高地的客觀要求，是拓展香港中醫藥
帶來更多機遇，預計業界的反應會十分踴躍。他說，
發展空間的現實需要。措施有利鼓勵香港年輕一代放
內地不同設施、平台都較好，今次措施可吸引年輕中
眼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醫到大灣區發展。

「十四五」煥發港漁業新活力

港方於線上參與 「把握國家十四五機遇 促進漁業可
持續發展」 業界座談會。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把握國家十四
五機遇 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業界座談會昨日在香
港、北京及廣東三地同步線上舉行。中聯辦副主任何
靖致辭時表示，中央重視和強力支持，始終是香港漁
業發展的強大支撐和底氣。在 「十四五」規劃下，香
港漁業有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只要用好國家惠港惠
漁政策，將外在政策助力轉化為內驅力，香港漁業必
將煥發新活力。

中央支持推動升級轉型

何靖指出，在中央關心支持下，香港漁業迎來前所
未有的機遇。中央一直關心香港漁業的發展，今年 6
月，農業部港澳流動漁民協調小組出台了《港澳流動
漁船漁民管理規定》，對推動香港漁業轉型升級作出
政策安排。未來隨 「十四五」發展新推進，國家將
繼續支持香港流動漁民在內地發展深海網箱養殖、休
閒漁業、組建現代化漁業企業，相信只要用好國家惠
港惠漁政策，將外在政策助力轉化為內驅力，香港漁
業必將煥發新活力。
他提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漁業可持續發展
的根本思路。香港實現由亂及治重大轉折，發展進入
新階段，為業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奠
定基礎。目前香港漁業發展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困難，
例如資源萎縮、產業鏈不完備、缺乏龍頭企業等，解
決這些問題離不開業界自身努力，同時亦要借力借
勢，搭上國家發展快車，與內地攜手共進，在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共建 「一帶一路」過程中，開闢行
業新前景。
何靖說，堅持以創新引領發展，香港漁業必有更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Outback Steakhouse
「現㈵通告：朱韋倫其㆞址為新界
大埔較寮㆘ 35 號 1 樓，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新界沙田沙田正街2-8號新
城市廣場第 3 期第 3 層 A330 號舖
Outback Steakhouse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
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字樓酒牌
局㊙書收。
㈰期：2021年8㈪31㈰」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Outback Steakhous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 Wai Lun
of 1/F., No.35 Kau Liu Ha, Taipo,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utback Steakhouse situated at
Shop No. A330, Level 3, New Town
Plaza III, 2-8 Shatin Centre Street, Shati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31 August 2021”

申請新酒牌公告

The Green Waffle Diner
「現㈵通告：林振宇其㆞址為香港
㆗ 環 擺 花 街 4 3 號 T h e
Workst@tion㆞㆘ ，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香港㆗環擺花街43號The
Workst@tion㆞㆘的新酒牌。凡反
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
牌局㊙書收。
㈰期：2021年8㈪31㈰」

大作為，並鼓勵業界保持闖勁，統籌漁業資源開發
和保護，充分發揮香港離島眾多、海岸線長的優
勢，積極發展休閒漁業，智能化深水網箱養殖等。
此外，亦要提升漁民隊伍組織化程度，與內地合作
建設更多農業產業園，不斷培育產業發展新優勢，
淘汰落後產能，打造現代化漁業，努力實現香港漁
業轉型升級。

港府資助逾億提升設備
會上，有漁民提到本港捕撈的限制愈來愈多，但特
區政府的漁業發展基金資助對漁民是杯水車薪。食物
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回應，基金已經批出逾 1.8 億
元資助，當中 1.1 億元用作資助由漁民組成的公司及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所有獲批項目旨在推動漁業的可
持續發展，今年獲批項目包括推動漁業在大灣區發
展，署方會繼續在技術層面提供援助。徐德義又指，
為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多海魚養殖業的發展
空間，漁護署已選定 4 個地點設立新魚類養殖區，包
括大鵬灣及蒲台島東南等。

兩地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和有關組織亦簽署 4 份合
作文件，分別為《開啟 「十四五」雙循環商機經貿合
作備忘錄》、《滬港創新及科技合作備忘錄》、《香
港醫院管理局與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 2021-2026 年
合作協議書》及《上海博物館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合作意向書》。
參與會議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
肇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薛永恒、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許正宇、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教育
局副局長蔡若蓮等。

新社聯獻策施政
促加快灣區融合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界社團聯會
(新社聯)10 名代表昨午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提
交施政報告建議書。新社聯提出 「融入國家規劃，
擔起社會發展」為主題，期望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
完善選舉制度後，社會穩定，特區政府可全心投入
疫後重建；亦隨 「十四五」規劃的公布，期望特
區政府能加快布局，推動香港的持續發展。新社聯
非常關注香港能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特
別是 「十四五」規劃中的香港角色，未來應發揮香
港自身優勢，推動建立國際化大灣區，因此在建議
書提出土地規劃、跨境交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等建議。
新社聯亦提倡特區政府派發第二輪電子消費券，加
快新界北規劃發展，打造 「口岸經濟帶」，並考慮興
建屯門至前海輕鐵線，融入國家規劃等。新社聯續提
出設立國安教育專員，推動社會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
香港和平的意識；提出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籌建香港
永久性的抗戰勝利紀念館。
昨日參與會晤的新社聯代表包括會長梁志祥，理事
長陳勇，副會長陳平，常務副理事長譚鎮國，副理事
長陳恒鑌、劉國勳和周浩鼎，婦女委員會主席黃來
娣，青年委員會主席王聰穎及副主席陳浩庭。

工聯倡「以工代賑」
促增加臨時職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本港失業率雖下
調至 5%，但個別行業失業率維持在 8%至 12%不等。
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員會建議政府要盡快優
調再培訓制度、額外增加 1.5 萬個切合失業人士需要
的職位，用 「以工代賑」形式協助失業人士。
工聯會職訓就業委副主任梁子穎表示，政府開創職
位空缺的配對成功率至今仍未達標，反映就業錯配問
題。他說，政府應 「以工代賑」，加快兩輪 6 萬個臨
時職位的落實進度。
工聯會建議政府額外提供超過 1.5 萬個職位，讓不
同學歷及工作經驗失業人士入職。民政事務專員可統
籌及設計社區有需要職位和各政
策局應研究及溝通，以優化本地
人才資源切合及培訓，並了解行
業人才需求。工聯會亦要求政府
取消全日制/就業掛課程的報讀
限額或增至 4 個；取消兼讀制/非
就業掛課程的報讀限額；配合
企 業 包 班 、 「先 聘 請 、 後 培
訓」、 「零存整付」、 「度身訂
造課程」、 「中高齡就業」等計
劃推出為不同行業設計的進階
「專業技能培訓課程」，並提供
較高額的培訓津貼，為重災行業
保留核心技術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