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
道）以「科技向善 為愛（AI）發聲」
為主題的無障礙智能通信合作夥伴啟動
大會8日在京舉行。

設虛擬主播為盲人播報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大會獲悉，2022
年北京冬奧會及冬殘奧會將打造史上首
屆溝通無障礙奧運會，全部冬奧場館都
已配備AI多語種服務平台，該平台支
持60個語種、69個語種語音識別、168
個語種機器翻譯。

多款無障礙溝通便攜設備也將服務北
京冬奧，助殘障人士無障礙感受奧運精
彩。
科大訊飛運營商事業部副總裁周舟表
示，科大訊飛除為賽事提供語音識別、
語音合成、機器翻譯等產品和服務外，
還致力於讓視障人士聽得見奧運文字，
幫助聽障人士看得見奧運「聲音」。科
大訊飛虛擬主播可幫助盲人聽得見奧運
文字。
虛擬主播集成多語種識別、自然語言
理解、機器翻譯、虛擬形象等核心技

術，可形成一站式視頻生產和編輯服務
的能力，能合成世界各國運動員形象，
並可支持31種語種和方言，做到嘴
形、面部微表情全對應，替代真人進行
全天候播報。

App語音轉文字助聽障人士
中國三大運營商負責人出席大會並就
智能無障礙通信發言。中國聯通信息在
線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彥在會上指
出，聯通5G將全面助力北京冬殘奧，
將在場館導航、賽事提醒、VR觀館、

雲上展廳、觀眾作業區分布等方面提供
無障礙智能支持。
據了解，冬奧會賽時，「訊飛聽見」

App能將賽事現場聲音傳輸到同傳中進
行語音轉文字，然後將智能合成的轉寫
和翻譯畫面返送回現場公屏，幫助聽障
人士實時了解冬奧現場最新情況。
此外科大訊飛還研製了冬奧便攜式翻

譯設備、穿戴式翻譯設備、智能問答設
備、賽事多媒體會議辦公和信息發布系
統，並向冬奧統一的公眾服務App「冬
奧通」提供語音翻譯服務。冬奧場景下
漢語與英、俄、法等重點語種翻譯準確
不低於95%，平均每句翻譯響應時間不
超過0.5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8日宣布，
8日7時55分，經過約2小時，神舟十三
號航天員乘組在地面科技人員的密切協同
下，在太空站核心艙內採取手控遙操作方
式，圓滿完成了天舟二號貨運飛船與太空
站組合體交會對接試驗。此前兩天，天宮
太空站機械臂剛剛完成轉位天舟二號貨運
飛船的試驗任務。
官方公布的畫面顯示，神舟十三號航
天員乘組在核心艙向天舟二號貨運飛船
發出解鎖分離指令，讓貨運飛船與天和
核心艙前向對接口分離，隨後航天員乘

組手動遙控天舟二號貨運飛船的位置和
姿態撤離到前向對接口距離約200米停
泊點。
天舟二號貨運飛船完成撤離後再次進
入平移靠攏段與對接段，直至與天和核
心艙前向對接口再次對接，整個過程由
航天員乘組手動遙控控制並在地面人員
協同下完成。
人們都記得航天員駕駛神舟飛船與太
空站進行手動交會對接的情景。貨運飛
船作為無人航天器，航天員將如何對其
實現手動控制？專家表示，其實這與航
天員駕駛神舟飛船的交會對接差不多，

只不過貨運飛船不能載人，航天員是在
太空站核心艙內遙控貨運飛船。

天舟將擇機脫離太空站核心艙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天舟二號貨運系統
總體主任設計師楊勝在接受央視採訪時
表示，遙操作交會對接試驗對於太空站
的建造非常重要，載人飛船可以通過航
天員駕駛飛船，手動操作與太空站完成
對接。
而貨運飛船則不同，一旦自動交會對
接功能失效，貨運飛船將無法和太空站
對接，導致任務失敗，所以貨運飛船就

必須具備遙控操作的功能，與自動交會
對接技術互為備份。他表示，完成遙操
作交會對接試驗後，天舟二號會擇機脫
離太空站核心艙，離軌前還會將廢棄物
打包帶走，再入大氣層中燒燬，這也是
太空站建造的關鍵技術之一。

神十三乘組手控遙操作
完成天舟二號和太空站組合體交會對接

冬奧場館配備AI多語種平台

●天舟二號貨運飛船與太空站組合體精
準完成前向交會對接。 新華社

在穗港青：減後顧之憂 利北上逐夢
廣東「十四五」建「1+12+N」港澳青年雙創平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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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熱土，是
助力港澳青年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快車道的重要舉措。根據
《規劃》，廣東將構建以粵港澳大
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為
龍頭的「1+12+N」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平台體系。爭取到2025年底，
珠三角9市各建設至少1個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的基礎設施、制度保障、公共服務
供給到位。

粵孵化2394港澳項目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廣東已建成以
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為
龍頭、12家重點基地為骨幹、珠三角
57家特色基地為基礎的「1+12+N」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系，孵
化港澳項目2,394個、吸納港澳青年
就業3,455人。「接下來我們還要高
標準建設這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體系，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鏈，搭建港
澳青年創業『大舞台』。」廣東省人
社廳黨委書記陳敏表示。
針對《規劃》，廣州市港澳台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聯盟理事長陳經湛透
露，目前廣州已有46個港澳台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都是「1+12+N」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系的重要組
成部分。「有了從中央到省級再到市
級的政策支持和引導，讓我們基地在
對接港澳青年和企業時都更加順
暢。」陳經湛認為，雙創基地應該發
揮下沉到企業和產業的功能，盡可能
細化港澳青年的服務內容，讓更多的
港澳青年人才願意來到內地創業就
業。
目前已入駐大灣區（廣東）創新
創業孵化基地的創業港青Sai則認

為，內地政府給予的創業政策和配套
已非常好。「如果可以提供更多利好
政策，比如降低入駐基地的門檻，相
信會有更多港青願意加入大灣區的快
車道。」

將優化事業單位招聘港澳居民管理辦法
在就業方面，此前《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也明確鼓勵港
澳居民來內地國有企事業單位工
作。對此，陳敏指，廣東還會繼續
優化實施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
民管理辦法，加強政策宣傳解讀，
全面總結分析在事業單位公開招聘
中港澳考生的報考、錄取、行業分
布情況，實施開展專項招聘，吸引
更多港澳青年投身大灣區建設。
此外，廣東省人社廳也將支持實施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健全利於港澳
居民特別是在內地學校畢業的港澳學
生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包括
有：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組織開
展粵港澳青年職業訓練營和創新創業
大賽等。

雙創基地可助港澳青精準對接崗位
此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工聯會方
面了解到，「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於去年7月截止後，因疫情影
響及招聘崗位不對口等因素，提供
的3,000個內地工作崗位仍存在空缺
情況。
針對此情況，陳經湛表示，接下
來雙創基地也將加強在相關領域的
對接合作，充分了解港澳青年對崗
位的意向，以及招聘企業對港澳專
業人才的需求，爭取做到精準對
接，讓來到內地創業就業的港澳青
年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薇、帥誠 廣州報道）《廣

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

（下稱《規劃》）7日正式發

布。根據《規劃》，在「十四五」期間，廣東省人社廳將從推進

大灣區「人才通」「社保通」、拓展就業創業空間、實施「灣區

人才」工程、推動重大平台項目建設4方面着手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人才高地。其中，高質量建設「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體系等為涉港澳人才建設的三大重點項目。在廣州創業的

港青Sai對新政出台十分期待，他認為，創新創業基地為北上

創業港青減少了後顧之憂，可以說，它們孵化的不僅是一個個

具有前景的創業計劃，更是港澳青年們的「灣區夢」，能推動

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成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帥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帥誠 廣州
報道）在7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新聞辦新
聞發布會上，針對粵港澳三地人社機制對
接和規則銜接，廣東省人社廳黨委書記陳
敏介紹，「十四五」時期，廣東將深入實
施「灣區通」工程，重點推進人社領域
「四個通」，也就是「就業通」、「社保
通」、「人才通」、「治理通」。

研建社保服務跨境協作機制
以「社保通」為例，該工程將逐步推動

粵港澳三地社保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學
習港澳經驗，豐富社保供給。「目前，港
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失業、工傷保險累
計已經有27.5萬人次，社保卡持卡人數已
經有19.54萬人，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落實
港澳人員在內地參保的政策，細化參保的
指引，探索建立社保服務跨境協作機制，
推動三地社保服務順暢對接，加快社保卡
跨境應用和境內外融合服務。」陳敏表
示。
而「人才通」方面，則除了《規劃》

中提出的，要構建服務留才「新環境」。
陳敏指，還要建立完善港澳及境外專業人
才職稱申報評審機制、推動擴大跨境執業
資格准入範圍、逐步放寬港澳專業人才在
大灣區（內地）執業限制、在重點領域以
單邊認可帶動雙向互認，以職業技能等級

認定方式繼續開展「一試三證」職業技能
評價交流合作等。
據悉，截至目前，3,169名港澳專業人
才獲得內地執業資格，在大灣區內地便利
執業。澳門大學會計系2019級港籍學生
廖同學指出，自己通過學校了解到，只要
申領了居住證，在內地報考CPA資格證
及考試內容都與內地居民沒有區別。正是
由於港人在內地獲得執業資格的步驟越來
越便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人留
在內地工作。

研建跨境勞工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
還有「就業通」和「治理通」，前者指
加強就業創業政策協同，暢通港澳人員來
粵就業創業渠道，以及持續完善「1+12+
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體系。後者着
重於打造和諧勞動關係示範區。包括探索
建立跨境勞動用工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
在廣州、深圳和珠海共聘任30名港澳籍
仲裁員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試點範圍，
打造與國際接軌的勞動爭議速調快裁的服
務模式；探索建立粵港澳勞動保障監察執
法協作機制，加強違法行為聯動查處；最
後開展粵港澳薪酬比較研究，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勞動爭議聯合調解中心，支持珠海
橫琴、深圳前海建設和諧勞動關係綜合試
驗區。

廣東將放寬港澳專才執業限制

●港澳學生在參加內地就業宣講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何謂「1＋12＋N」

「1」
是指以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
新創業孵化基地為龍頭，打造一
個國家級、國際化、示範性、綜

合性、多功能的創新創業孵化平台，圍繞
「1+12+N」目標，發揮核心示範及資源樞
紐作用，為各地創新創業孵化基地提供資源
支撐，成為大灣區港澳青創基地的典範。

「12」
是指培育建設南沙粵港澳（國
際）青年創新工場、中國（江
門、增城）「僑夢苑」華僑華人

創新產業集聚區、廣州科學城粵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前海
深港青年夢工場、中國橫琴澳門青年創業
谷、佛山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基地、惠州仲愷
港澳青年創業基地、東莞松山湖（生態園）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中山粵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合作平台、中山翠亨新區「澳中青年
創新創業園」、肇慶新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12家基地。

「N」
是指在示範性平台和基地的牽頭
下，帶動各地建成一批社會化港
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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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近日爆發
大規模騷亂，中國駐阿拉木圖總
領事蔣薇7日晚表示，阿拉木圖
市情況複雜嚴峻，目前暫未接到
華人傷亡情況報告，但有部分華
人商店遭到搶劫。
哈薩克斯坦曼吉斯套州、阿拉
木圖市和阿拉木圖州自本月5日
凌晨起進入緊急狀態。阿拉木圖
市緊急狀態期間禁止舉辦任何大
型活動，並於每晚11時至翌日早
上7時實行宵禁，對市內和進出
城市的交通進行限制。蔣薇表
示，在上周四白天，街道上還聽
到零星槍聲，晚上槍聲相對密
集，阿拉木圖市還沒有出現斷水
斷電，但網絡一度中斷，手機訊
號也不穩定。領館密切關注形勢
發展，哈薩克斯坦政府開展了反
恐行動，相信哈方有能力盡快妥
善解決問題，恢復正常社會秩
序。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領館也提
醒在哈中國公民遵守住在國法律
規定，增強防範意識，減少不必
要外出，切實做好安全防護，如
遇緊急情況及時報警，並與駐哈
使領館聯繫。
據中新社報道，哈薩克斯坦
首都努爾蘇丹上周四在緊急狀
態下，總統府邸由荷槍實彈的
特種部隊把守，大型軍車圍在
四周，附近政府大樓也被警車
與欄杆圍擋，不少警察在街上
巡邏，警車隨處可見，顯示當
地正執行嚴格安防措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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