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駱惠寧訪籠屋 駱惠寧心繫長者 駱惠寧慰問漁民 駱惠寧訪基層

當天上午，駱惠寧首先來到香港仔避風
塘，登上「新得利」號漁船，了解漁

民工作和生活情況。

囑漁民用好國家政策支持
駱惠寧關切地詢問，到南海捕魚一次要用

多長時間？孩子的教育是怎麼安排的？駱惠
寧問得很細，大家爭着回答，現場氣氛熱
烈。對駱惠寧的到來，漁民們表示歡迎，說
20多年了，中聯辦負責人第一次來到漁船
上。大家紛紛表示，衷心感激中央關心支
持，香港漁業漁民多年來從中央一系列政策
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漁民張少強拿出幾張照片，給駱惠寧看他

在廣東惠州的深海網箱養殖項目。他說，在
國家政策支持下，有很多像他這樣的漁民在
內地找到了新方向。
漁民張文輝告訴駱惠寧，以前香港漁業是

夕陽行業，國家對香港漁業和漁民的支持政
策不僅讓漁民們得到了實惠，也讓年輕人看
到了發展空間，他的一些年輕親戚都在找他
了解情況。
聽完大家發言，駱惠寧高興地說，中央非

常關心香港漁業發展前景，不久前，國家出
台《港澳流動漁船漁民管理規定》，推出不
少突破性政策，希望香港漁業界抓住機遇，
用好國家政策支持，打造現代化漁業，讓漁
民朋友們腰包更鼓、生活更好。
駱惠寧強調，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經濟民

生，近期針對不同行業出台了21項惠民政
策，「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過好日
子。只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感強
了，香港才算發展得好！」「我來香港一年
半多，看過劏房、到過屋邨、去過小企業、
小商舖，今天上了漁船，很有收獲，以後還
會去更多基層社區。」駱惠寧說。臨別前，
他與漁民們相約，請他們到中聯辦做客。

勉港青融入國家科創發展
隨後，駱惠寧來到位於鋼線灣的數碼港，

看望在此創業的香港青年。
在路邦科技公司，公司聯合創始人麥騫譽

向駱惠寧介紹了公司的發展狀況，展示了團
隊最新研發的仿生機器人模型。
駱惠寧走到機器人互動區，饒有興致地

操作機器人遠距離按壓一枚雞蛋。他說，
隨着5G、物聯網、大數據、智能視覺等技
術不斷成熟，機器人開發取得了新突破。
麥騫譽告訴他，機器人的調節精度可達到
0.02毫米。
駱惠寧還聽取了在裸眼3D、金融服務等

領域創業的香港青年的介紹。他高度稱讚了
青年們的創業成果，欣慰地說，國家「十四
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香港年輕人能在前沿技術領域深耕、創
造，是站到了「時代的風口」，希望香港能
夠培育造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
在得知一些科創公司依託大灣區城市、同

時在香港和內地布局後，駱惠寧讚許道，你
們的做法有示範意義。他指出，香港建設國
際創科中心，不僅要培育和引進大批高端科
研人才，在一些科研領域形成突出優勢，還
要解決科研成果產業化和市場空間問題，這
就必須要融入國家科創體系和發展大局，合
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
聽到數碼港創科園區負責人介紹，這一年

數碼港新增企業150家，創歷史新高。駱惠
寧說，現在勢頭很好，園區為青年創業就業
提供了良好服務。
駱惠寧表示，中央對香港青年的發展非常

關心，前不久國家有關部門出台了支持青年
發展的8條措施，特區政府也推出不少支持
青年就業創業和融入大灣區的政策，希望大
家把政策用好，把握歷史機遇，幹出一番無
愧青春的事業來。

將推更多中企提供醫療服務
下午3時，駱惠寧來到九龍深水埗街坊福

利會會堂，察看由中企組織的「醫療服務進
社區」活動。自今年7月以來，在港中企已
舉辦十幾場中西醫免費診療服務活動。
駱惠寧抵達時，候診的市民已經在會堂外

排了十幾米的隊伍。駱惠寧親切詢問前來就
診市民的身體狀況、就醫情況。有長者告訴
他，香港老人多，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太
長，有時打電話預約都要打一個星期，有病
的老人等不起。
駱惠寧聽後表示，香港是個高齡化社會，

要做好長者保健。他說，香港的醫療服務整
體水平較好，但現有醫療資源尚不能滿足市
民需要，中資企業開展「醫療服務進社區」
活動，很有意義，應該把更多中企動員起
來，提供更多醫療服務。
駱惠寧對義診活動的贊助企業上實集團負

責人說，中資企業是香港社會的持份者，也
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一直在積極
履行社會責任。面對疫情，中企在保市場供
應、促青年就業方面，做得很好。我知道今
年國慶期間，中資企業還將推出金融服務、
教育幫扶、房屋修繕等一系列進社區活動，
相信會受到市民的歡迎。

訪籠屋力促解決住房問題
之後，駱惠寧來到旺角街邊的小商舖，與

店主交談，了解疫情下的經營和生活狀況。
最後，他看望了幾位住在九龍旺角的籠屋住
戶。不足19平米的空間，分為4個倉，共11
個床位對外出租，平均一人不到2平米。
據有關統計，目前香港有約20萬人租住

在劏房和籠屋裏。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也連
創新高，達5.7年之久。
「耳聞不如目睹啊！」駱惠寧說，親眼見

到這麼擠迫的居住條件，心情十分沉重。他
強調，「安居」才能「樂業」，住房問題已
成為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
住戶們感謝駱惠寧的關心和慰問，一致表

示，最大的心願是希望公屋輪候能再快些。
其中一個住戶岑先生說到，他2009年1月就
申請公屋，等了12年，仍看不到「上車」
的希望。
「香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着中央的

心。」駱惠寧指出，「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
房問題」既是中央的關切，也是廣大市民的
期盼。
他表示，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涉及土地、

規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根本的、起決定
性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
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
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我們知道特區政府正在積極謀劃，也希

望全社會共同努力。」駱惠寧說，香港中聯
辦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民謀利，
推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據悉，駱惠寧主任9月30日的基層走訪，

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國慶期間「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活動的開場。中聯辦幹部將在未
來一周深入基層社區，了解市民生活，傾聽
市民心聲，以更密切聯繫香港社會各界、更
主動服務香港市民。這樣的活動以後還會常
態化。

數碼港訪科企

●駱惠寧主任在數碼港了解香港青年創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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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籠屋察民困

駱惠寧再訪基層聽民意 傳遞中央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

訊 「中聯辦不僅重視社會各界代表

性人士意見，更重視直接聽取基層

市民呼聲」。9月30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再次深入基層，先後走訪慰

問香港漁民、創業青年、社區居民、臨街商舖和籠屋住戶，傳遞中央對香港

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聽取意見建議，並向他們致以誠摯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9月30日到訪位於數碼港
的路邦科技，該公司的「八十後」聯合創
辦人麥騫譽其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駱惠寧特別花時間跟公司年輕人交
流傾談，了解他們投身創科的經歷、感受
和意見。麥騫譽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具
備優良的生產基地和龐大市場，而近年香
港和內地均推出了惠及年輕人北上發展或
創業的措施，對香港青年來說是前所未有
的發展機遇。

主任親試機械臂稱讚精細
駱惠寧探訪路邦科技時，仔細地了解該

公司的各類科研項目。麥騫譽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駱惠寧親身試用由公司自主研發
的「遠程機器人六軸力反饋系統」，透過
可回饋力度予用家的機械臂，成功實現
5G遠程「開生蛋」的精細操作。駱惠寧
其後以「開而不破」四字總結盛讚該系
統，並鼓勵他們繼續循「深科技」方向發
展，長遠可望應用至醫療或建築等不
同場景。
駱惠寧親身試用該儀

器，首先是為麥騫
譽 進 行 「 把
脈」，透過儀
器遙距感覺
麥手臂的肌
肉回彈。
其後，駱
惠寧再試
用機械臂

打生蛋，順利以輕力於蛋殼上開出一個小
孔，「遙距開蛋」成功之後，又以「開而
不破」稱讚機械臂所能達至的精細力度，
並強調這項技術必須要繼續研發下去，相
信極為實用。
「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特別需要更
多香港年輕人參與，我認為這是駱主任帶出
的一個重要訊息。」現年37歲的麥騫譽表示，
近年包括特區政府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最新公布的中央惠港青年八條等，
都為香港年輕人帶來重要機遇，「以前我們
想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指定動作是先參
加當地的（科創）比賽，贏了才有得留低」，
相比起來現在渠道明顯增加，亦有更多資金
支持創業，加上愈來愈多大灣區內地城市支
持「港人港稅」優惠，均有助港青發展。
融入灣區以至整體國家發展是香港科技
初創企業的重要出路，路邦科技現時於香
港及內地都有業務發展。麥騫譽以僱主角
度分享指，以往公司聘請港人的一大掙
扎，在於請人後再安排其前往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交通住宿通通要額外花
錢，但隨着近年各類資助，
有利老闆們更積極聘用
香港年輕人，「多
機會體驗實習，
眼 界 自 然 會
開，將來也
更易融入各
灣區內地
城市。」
他同時強
調，內地

競爭其實相當激烈，呼籲香港年輕人要了
解自己定位、方向，「唔好抱住搵唔到工
就隨便去試的心態。」

藉由灣區打入內地大市場
麥騫譽強調，大灣區各內地城市不但有

良好生產基地，更有很好的生態予公司試
行產品，繼而打入龐大內地市場。潘嘉陽
則提到，駱惠寧在到訪時強調中聯辦會積
極扮演橋樑角色，了解創科公司需要，或
可與未來中央政策相配合，「駱主任最後
還特別講到，歡迎我們將來再到中聯辦演
示，看看可如何服務、幫到大家。」
他指出，中央支持創科的大框架已經定

下，但當中要將細節做到位，相信當中仍
有不少意見可以表達，舉例說，該公司兩
地工作經常面臨專利和跨境人才流動兩大
問題，「專利方面，在內地申請專利，如
果要向香港公司授權，就會涉及技術出
口，即使都是自己公司的東西，都要交
稅。」潘嘉陽提到該公司目前做法，就是
盡可能用香港公司擁有專利，再授權予內
地公司。
在跨境人才流動方面，他分享香港同事

到內地還算是方便，「買足保險就可出
差，不超過180日就不用交內地稅」，惟
安排內地同事來港，申請商務簽證較麻
煩，「因為一定要滿足半年社保醫保，才
可申請商務簽證，換言之新入職同事就做
唔到。」
他強調，做科研最重靈活，期望未來會

有更多簡化便利人才融通的措施，進一步
促進內地與香港的科創融合發展。

科企創辦人：進軍灣區更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駱惠寧9月
30日探訪位於旺角渡船街順興大廈的一個
籠屋單位。在約半小時的探訪期間，駱惠
寧與居民真情對話。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駱
主任一行人離開後回訪，甫進入單位也被
狹小環境嚇倒，整個單位面積僅約300平
方呎，入門後是一個不足20平方呎的公用
客廳，只擺放一張小餐枱，卻是約10名
「籠民」的蝸居。每人日常起居也在3呎
乘6呎的床位進行，所有私人物品也放入
床位內，並要共用一個極為細小的廁所及
廚房，環境異常擠迫。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駱主任與「籠

民」岑志立及陸小姐真情對話。籠屋環境
狹窄，但租金相對較劏房便宜。岑志立其

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其床位每月租
金為2,000多港元，生活環境惡劣，小小
的房間已放置三個床位，空間狹小。
岑志立表示，駱主任十分親民、貼地，

且有同理心，「駱主任知道十幾人居住在
這裏後，也關心住客之間會否出現矛盾，
我也很老實答他一定會出現爭拗。」

傾訴輪公屋11年無着落
他透露，「籠民」之間經常為爭廁所鬧

不和，「人多但只有一個很小的廁所，洗
澡或用廁所都要排隊，有時有人佔用時間
長，總會出現拗撬，有時下班回來，如果
幸好沒有人用廁所，就要立即洗澡，以免
排隊。」

在得悉岑志立輪候公屋11年一直無下文
後，駱主任表現得十分同情，岑志立表
示，「他體諒籠屋居民的生活苦況，中央
政府也很關注香港的住屋問題，香港特區
政府亦正努力解決房屋問題，相信會盡力
加快覓地建屋，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
對駱主任落區探訪基層居民，岑志立感

到十分欣喜，讚賞中聯辦官員走入社區和
人民，親身了解基層巿民面對的生活問
題，「官員親身到社區了解，其實這類籠
屋有很多，他真的去了解我們的居住情
況。」他續說，是次探訪反映中聯辦官員
並非在「雲端」上，而且貼地了解民
情，因此他也有信心政府會切實解決基
層人士住屋問題，讓他能夠盡早上樓。

同情關注籠屋戶 籠民：告別蝸居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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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主任與居住在籠屋的市民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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