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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香港青年「感知大灣區」 

據新華社廣州電（記者徐弘毅）2019「青年同心圓」之「 四海一家 ·感知大灣區」

青年交流活動 1 月 19 日在廣州啟動，約 1000 名香港青年在兩天時間里分別前往廣

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 5 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

力與發展機會。 

該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聯

合承辦。活動主辦方表示，該活動以讓香港各界青少年認識中國文化、開闊自身視

野、了解國家發展為目的，通過深入粵港澳大灣區參觀城市風貌，體驗灣區多元文

化，感受強大經濟活力，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同感，鼓勵香港青年投身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他們正依托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

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幫

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同時也為他們在港澳的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記者在活動現場了解到，廣東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正在建設 

「大灣區青年家園 」，粵港澳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這一行動，通過發揮各自

服務優勢，組建起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絡，吸引港澳青年積

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希望通過此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

年更深入了解大灣區，更全面認識祖國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人民網 

2019-01-21 

http://gd.people.com.cn/n2/2019/0121/c123932-32557931.html 

 

「大灣區青年家園」在廣州揭牌成立 

人民網廣州 1 月 21 日電 「大灣區青年家園」近日在廣州暨南大學正式揭牌，為有

志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適當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

遇到的各種問題。 

據瞭解，「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為有志回粵港澳大

灣區尋求發展機會的港澳青年提供切實服務而共同設置的服務機構，整合不同政府

部門、社會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業社工團隊，為港澳青

年提供適當服務，也為他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讓他們放心在

內地發展，為當地發展作出新貢獻，注入新動力。 

揭牌後，1000 名香港青年分五條路線分別前往五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包括廣州、

珠海、佛山、中山與江門參觀訪問，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會。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青年交流、社會服務和慈善扶貧是新家園協會

的三大工作，希望通過本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

更全面認識新中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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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0 

http://hm.people.com.cn/n1/2019/0120/c42272-30578551.html 

 

 

約千名香港青年走進內地 感受大灣區繁榮與發展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

儀式在廣州舉行。約千名香港青年將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分赴廣州、珠海、佛山、

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的快速便捷，以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

聯合承辦，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

關活動。 

 

張光軍在致辭指出：廣東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

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

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

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

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

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青年

赴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

更全面認識祖國建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當天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共同籌建，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到粵

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目

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跨地域、跨城市、

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沈釗 郭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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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huanet.com/2019-01/20/c_1124016218.htm 

 

近千名香港青年體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新華社廣州 1 月 20 日電（記者徐弘毅）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

灣區」青年交流活動 19 日在廣州啟動，約 1000 名香港青年在兩天時間裡分別前往

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 5 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潛力與發展機會。 

該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聯

合承辦。活動主辦方表示，該活動以讓香港各界青少年認識中國文化、開闊自身視

野、瞭解國家發展為目的，通過深入粵港澳大灣區參觀城市風貌，體驗灣區多元文

化，感受強大經濟活力，以此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同感，鼓勵香港青年投身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他們正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

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

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同時也為他們在港澳的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記者在活動現場瞭解到，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幫助港澳青年解決在

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廣東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

年協會正在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粵港澳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這

一行動，通過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起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

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青年交流、社會服務和慈善扶貧是新家園協會

的三大工作，希望通過此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

更全面認識祖國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2015 年起，廣東團省委、廣東青聯推出「青年同心圓計畫」粵港澳臺青少年合作

發展專案，截至目前已累計開展交流活動專案 1164 個，覆蓋 19.9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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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19-01-21 

https://bit.ly/2HqxPt2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日

前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廣東省政府副省長張光軍在致辭中指出，青年興則國家興，

青年強則國家強。廣東省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將儘快推出更多便利舉措，吸

引更多願到內地發展的港澳青年創業發展，讓他們成為灣區建設的生力軍，共同構

築宜居灣區、活力灣區、人文灣區，讓港澳青年不斷融入國家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一項重要的戰略

部署，香港政府鼓勵更多的香港青年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灣區建設提供新

的動力，在國家發展中貢獻力量，為社會的進步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 

 
許榮茂致辭 

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在現場致辭中

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青年赴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

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

識。同時，青年交流、社會服務和慈善扶貧是新家園協會的三大工作，希望通過本

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更全面認識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https://bit.ly/2HqxPt2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為有志回粵港澳大灣

區尋求發展機會的港澳青年提供切實服務而共同設置的服務機構，提供香港內地一

條龍服務，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鼓勵他們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青

年家園」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

業社工團隊，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適當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

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也為他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

憂，讓他們放心在內地發展，為當地發展作出新貢獻，注入新動力。 

 

1 月 19 日至 20 日，為期兩天的青年交流活動行程安排豐富而多彩，1000 名香港青

年將分五條路線分別前往五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包括廣州、珠海、佛山、中山與

江門參觀訪問，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會。 

 
 

此外，在目前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超過 20 個點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

家園」，將展示各自服務優勢，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



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的生活，有利於

更長遠的發展。 

 

許榮茂在接受採訪時談到，此次行程旨在讓青年加深對大灣區都市圈發展的瞭解，

未來他們可以通過「大灣區青年家園」這個平臺，尋找到大灣區的發展機會，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得實惠、享紅利」，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支持者、參與者。 

 

 
 

另悉，新家園協會一直致力於青年工作，品牌專案「四海一家」自 2015 年首辦至

今，已資助超過 9000 名以青少年為主的香港市民，赴內地交流參觀，足跡覆蓋北

京、上海、廣東、福建、浙江、陝西、天津等省市，已成為香港最大型、最具影響

力的交流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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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香港版 P04 YOUTH HK |484 字 |2019-01-21 

By Nora Zheng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wanying@chinadailyhk.com  

 

SARs’ youngsters to get all-round services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launched a new body offering all-round services to youths from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eeking opportuniti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which aims to make 

young people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in the Bay Area development, brings together 

various existing services platforms with similar aims in the region. 

About 1,000 you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attended the launch ceremony at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apital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unded by the New Home Association, a Hong Kong-based charity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the Guangdong Youth Federation, the Youth Home invited similar organizations 

from all 11 cities in the Bay Area to join the effort. 

It will help youths from the two SARs who are studying, working or living in the Bay 

Area to overcome problems ranging from starting up businesses to accessing public 

services in the city cluster. 

The Youth Home will also support parent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Bay Area in addressing 

daily-life issues. 

At present, 20 service station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 the Bay Area provide such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in a trial operation. 

Hui Wing-mau — chairman of New Home Association — said the Youth Home will 

integrate various youth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Bay Area. 「So, the service would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fluential,」 he said. 

mailto:wanying@chinadailyhk.com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Terence Chan Yin-hong, a 30-year-old designer, 

encountered many challenges a year ago when he first went to Guangzhou to start his 

own company. 「It was a totally strange city for me. I had no friends here.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financial and legal system on the mainland,」 he said. 

However, Chan was lucky enough to get the help from on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of the Youth Home i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during the new body’s trial operation. 

The organization helped Chan with legal, taxation, and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startup 

businesses and advised him to analyze the tren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Moreover, it helped him expand his social circle. With their assistance, Chan’s business 

expanded and now has 30 people working ther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said the 

SAR government gives young people full support to study and work in the Bay Area by 

providing them with a platform an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feed. 

「To this point,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is a signature program,」 he said. 

Cheung said the official blueprint for the Bay Area will be unveiled before the middle of 

March. More youth exchange programs will be unveiled then, he added. 

「The Youth Home will integrate various youth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Bay Area.」 

Hui Wing-mau, chairman of New Hom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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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67/110/95/1547955995483.html?newsId=59711 

 

New body to offer all-round services to youth in Bay Area 
By Nora Zheng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eighth from righ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joins representatives of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during its launch at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hina, Jan 19, 2019.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GUANGZHOU – A collaboration among private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aunched a new body on Saturday, 

offering all-round services to Hong Kong and Macao’s young people seeking 

opportunities on the mainl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which aims to make 

young people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in the Bay Area development, brings together 

various existing services platforms with similar aims in the region. 

Around 1,000 young people from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the launching ceremony at 

Ji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apital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 this point,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is a signature program.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KSAR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67/110/95/1547955995483.html?newsId=59711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135/58/139/1533103975077.html


Founded by the New Home Association, a Hong Kong-based charity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the Guangdong Youth Federation, the Youth Home invited similar organizations 

from all 11 cities in the Bay Area to join the effort.  

It plans to assist youth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tudying, 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Bay Area in overcoming problems ranging from 

starting up businesses to accessing public services in the Bay Area. 

READ MORE: Plan aims to help HK youth’s involvement in Bay Area 

Moreover, the Youth Home will also support the parents of those young peopl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addressing daily-life issues. 

Currently 20 service station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re 

providing such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trial operation. 

Hui Wing-mau, the chairman of New Home Association said the Youth Home will 

integrate various youth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Bay Area. 「So, the service would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fluential,」 said Hui.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Terence Chan Yin-hong, a 30-years-old designer, 

encountered many challenges a year ago when he first came to Guangzhou to start his 

own company. 「It was a totally strange city for me. I had no friends here.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financial and legal system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Chan said. 

However, he was lucky enough to get the help from one of the affiliated organization of 

the Youth Home i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during the new body’s trial operation. 

The organization helped Chan with legal, taxation, and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startup 

businesses and advised him to analyze the trends of the mainland market. 

ALSO READ: New fund to help boost Bay Area tech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helped Chan expand his social circle. With their assistances, Chan said 

expand his business and now has 30 persons working there.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205/144/105/1539356427170.html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s/231/253/59/1544631730767.html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KSAR, sai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ives young people full support to study and work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by providing them platform an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feed. 

「To this point,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Home is a signature program,」 he said. 

Cheung said that the official blueprint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will be unveiled before 

the middle of March. More youth exchange programs will be unveiled in the official 

blueprint,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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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青年創業平台資源整合 助港青逐夢大灣區 

 

資料圖：2018 年 6 月，香港青年代表在深圳騰訊濱海大廈參觀時體驗互動屏。新華社記者毛思倩攝 

香港中通社 1 月 19 日電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北

上灣區，尋求發展機遇。  

 

近期，三地多個協助港青北上創業機構及其服務中心希望通過資源整合，為三地青

年共同打造創業平台。  

 

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青年

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  

 

據悉，由香港新家園協會及廣東省青年聯合會成立的青年家園，整合大灣區內城市

群不同機構下約 20 個服務中心，聯合當地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及商業團體的優勢

資源，利用三地專業服務團隊，為北上港澳青年提供適切服務。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許榮茂接受中通社記者訪問時表示，將灣區

內既有的、單一服務中心進行整合，是為了擴大這些服務中心的影響力和影響面，

讓港青可在當地了解欲前往創業城市的相關優惠政策，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充分利

用優勢資源。  

 

據悉，首批服務中心分布在香港、澳門及廣州 3 座城市，許榮茂表示，未來希望將

服務網絡擴大至「9+2」城市群的每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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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廣東給予港澳青年創業的條件十分優惠，對初期創業公司提供場地及貸款

支援，而香港青年專業水平一流，到大灣區發展機遇龐大。 

 

 「現在擺在香港年輕人面前的(問題是)，敢不敢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只要跨出去了，

就前景無限。」他說。  

 

作為首批服務中心之一，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青年之家)是協助港青「勇敢

跨出第一步」的典型代表。  

 

青年之家副主任陳賢翰對中通社記者說，僅在過去一年，青年之家幫助孵化的港澳

青年創業企業已超過 40 家，在業內屬領先水平，其中多數為文創、科創及 IT 類企

業。  

 

陳賢翰認為，廣州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設計周、藝術節及不同展覽密集上演，

加之當地政府願意扶持創意產業，對香港青年來此發展文創、設計產業具有莫大吸

引力。  

 

身兼香港一家設計公司設計總監的陳賢翰，本身也是青年之家的受益者。  

 

他在廣州創業後，除在工商註冊、財稅、法律等一般創業公司都會遇到的問題上獲

得專業意見外，青年之家還助其詳細分析創業產業市場及其公司具體競爭力。  

 

他特別回憶創業初期，內地設計行業的相關規範更為嚴格，拿到有關資質不易。 

 

但所遇困難經傳媒報道後，陳賢翰立刻接到廣州市政府官員關心的電話，各種困難

隨後迎刃而解。  

 

他感嘆，「內地政府對港澳青年北上創業的關心，不是體現在增加 GDP 上的，而是

十分細節的、具體的。」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也正全力推動港青北上大灣區創業、就業。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當日在活動後表示，香港青年聯會已率先推行試點計劃，

在深圳設立 3 個創業基地，邀請港青透過支援到內地創業；而由特區政府政務司督

導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也為創業青年預留資源，為合資格人士批出啟動資金，助他

們在創業道路上追求夢想。  

 

除去資訊和資金方面的支持，張建宗認為，為北上創業青年提供平台和據點也十分

重要。青年家園的開幕，是一個標誌性的活動，這些「據點」可提供實質便利和配

套支持。  

 

記者 楊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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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港青齊聚廣州 分五路感受大灣區城市發展 

 

 
 

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少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

約千名香港青年將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城市參觀訪問，親身

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以加深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認識。(中

新社 陳驥旻 攝)  

 

香港中通社 1 月 20 日電 （記者 楊威利）約千名香港青年 20 日齊聚廣州，在感受

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後，兵分五路參觀廣州、珠海、佛山、中山及江門等大灣區

城市，深入了解大灣區城市的發展。  

 

當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廣州方向的參觀者聚集在廣州市城市

規劃展覽中心。現代化展廳以 LED 屏幕、「透光混凝土牆」、精細模型、動態長卷

及全域沙盤等不同類型手段，講述千年廣州的輝煌，也勾畫出城市發展的未來藍圖，

引得眾人紛紛拿起手機拍照或自拍「打卡」。  

 

展廳內 1600 平方米的廣州全域沙盤模型以 1 比 3800 的比例濃縮廣州全景，配合全

新打造的城市宣傳大片，吸引眾多香港青年的注意力。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

學學生林嘉銘感嘆，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知道廣州很發達，但當廣州塔、亞運建築及

大劇院等一系列世界知名建築同時呈現在眼前時，才知道原來廣州如此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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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對記者說，作為中五學生已開始面臨升學選擇，廣州中山大學歷史悠久、學歷

廣受認可，他非常喜歡。此次交流活動中他還聽取了一些前來大灣區創業的香港前

輩青年的成功經歷，讓他備受鼓舞。他認為創業是很艱難的一件事，但他們很好地

抓住了一個機遇，便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未來若有機會，他也希望前來大

灣區創業。  

 

紀念中學的老師曾瑞榮表示，此次帶領 18 名中四、中五修讀商科的同學參與活動，

是希望他們對大灣區城市不只是有一個基礎、模糊的概念，而能够實質地知道大灣

區內的基建設施、配套支援、升學就業創業機遇甚至房屋政策等，這些對學生而言

非常重要。  

 

據悉，此次活動由香港新家園協會舉辦，其品牌項目「四海一家」自 2015 年舉辦

至今已資助超過 9000 位香港市民前往北京、上海、廣東等地交流。新家園協會董

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國家的快速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為港澳青年提供大

好的機遇，希望港澳青年積極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開創美好前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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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大灣區設諮詢中心 助港澳青年當地升學及就業 

 

有組織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開設諮詢中心，協助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升學、就業及創業

等。  

 

近年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表示可以為青年帶來發展機遇，不過在異地發展，

難免會遇上困難。  

 

新家園協會和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在香港、澳門、廣州等 20 個試點設立服務中心，

為有意在大灣區就業及創業的青年提供協助，包括招聘、政策解答等服務。組織舉

行開幕禮，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等出席。 

 

組織表示，留意現時到大灣區就學的青年，難以融入新環境，亦對內地教育政策認

識不深。  

 

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全國副主任杜鵑表示：「香港、澳門及內地教育體系，從小學

到大學都有少許不同，很多香港青年來到內地都會上大學，都會遇到學習上不適應，

或學業上與之前有分別。剛剛上來廣東省發展、讀書，可能需要了解例如社保卡如

何用，辦居住證。」  

 

組織表示除了解答學生對升學的查詢外，亦會為即將畢業的青年提供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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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灣區規劃將在春節後公佈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導：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19 日在「四海一家．

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上透露，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在春節後公佈，其

中，在灣區建設港澳青年雙創基地，讓港澳青年更好地落戶大灣區發展將是重要內

容。  

 

張建宗介紹，港府將全力做好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這門「功課」，今年將有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及促進青年在灣區創業、就業、生活的系列措施。如香港青

年聯會率先推動實施一個試點計畫，邀請香港青年前往深圳三個雙創基地就業創業。  

 

張建宗說： 「以此為藍本，港府將在今年春節後進行檢視相關進展情況，今後將

推出更多相關平台。又如，以我為主席的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亦會預留政府資源，

給予合資格的青年一筆啟動資金，在大灣區但不限於大灣區，靈活地支持香港青年

創業。」  

 

中央也將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張建宗透露，今年春節後至晚在三月中旬

前將出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當中有推動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內容。「打造一個國

際化的大灣區，可以為港澳青年創造更多就業創業升學等方面的機會。港府將會與

大灣區各級政府和社會力量一道，一定會為他們搭橋，打好基礎做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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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 11 城建港澳青年家園 闢北上「據點」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導：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

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 19 日在暨南大學舉辦。19 日

至 20 日，粵港約 1000 名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地開展為期

2 天的參訪活動，加深對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面的瞭解。 

據介紹，為深化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解決港澳青年在灣區求學、就業、

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大灣區 11 個城市全力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以此作為港

澳青年北上發展的「據點」。在目前試運行階段，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

他們將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

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提供專業服務實現夢想 

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在啟動禮上表示，針對青年投身大灣區建設，廣東將攜手港澳

在建設宜居灣區、活力灣區、人文灣區三方面著力。在宜居灣區方面，通過建設一

批為在粵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專業服務的青年家園，為青年發展搭台，讓他們實現

人生夢想；在活力灣區方面，打造以廣深港澳科技走廊為主軸的大灣區發展創新極，

加強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文化基地建設；在人文灣區方面，將打造青年交流品牌，

深入推進粵港澳青年火車團、情義兩地行、粵港青年服務合作營，南粵會親等公益

項目，不斷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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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建大灣區青年家園 搭跨區域跨青年服務網 
 

 
 

 「四海一家 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敖敏輝攝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香港新家園

協會聯合承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

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辦。三地將在大灣區 11 市建設「大

灣區青年家園」，利用各自優勢助力廣東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在活動上表示，港府將全力為港澳青年在大灣區發展搭建好資訊溝通和平臺搭

建工作。他亦透露，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在春節後很快公佈，當中有推動港澳青年

融入大灣區發展的相關內容，其中，通過在大灣區設立港澳青年雙創基地，將是其

中重要方面。 

  

廣東省政府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全國政協常委、新家

園協會董事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交流司司

長吳煒，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香港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薛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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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廣東團省委書記池志雄，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曹達華等出席當日的啟動禮，粵港約 1000 名青年參加。 

  

 

建設港澳青年北上發展「據點」提供專業服務 

  

19 日至 20 日，千名青年將分成多個小組，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

地開展為期 2 天的參訪活動，加深對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面的瞭

解。 

  

許榮茂表示，1000 名青年還將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

快速便捷。希望通過本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更

全面認識祖國建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據介紹，為深化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幫助港澳青年解決在灣區求學、

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新家園協會、廣東省青聯、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正

在大灣區 9+2 城市全力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以此作為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據

點」。在目前試運行階段，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他們將發揮各自服務

優勢，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記者瞭解到，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港澳青年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將針對港澳青

年服務內容碎片化、服務群體不明、體系鬆散等問題，打通線上線下通道，提高效

率，在三地政府的支持下，發揮社會力量投入，形成合力，營造利於港澳青年融入

灣區發展的良好氛圍。 

  

張建宗：大灣區規劃含建設青年雙創基地內容

 
張建宗致辭 敖敏輝攝 



張建宗介紹，港府亦將全力做好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這門「功課」，今年將有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及促進青年在灣區創業、就業、生活的系列措施。如香港

青年聯會率先推動實施一個試點計畫，邀請香港青年前往深圳三個雙創基地就業創

業。「以此為藍本，港府將在今年春節後進行檢視相關進展情況，今後將推出更多

相關平臺。又如，以我為主席的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亦會預留政府資源，給予合

資格的青年一筆啟動資金，在大灣區但不限於大灣區，靈活地支持香港青年創業。」 

  

中央也將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據張建宗透露，今年春節後，至晚在 3 月

中旬之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出臺，當中有推動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內容。其中，

在大灣區建設港澳青年雙創基地，並以此為平臺，讓港澳青年更好地落戶大灣區發

展。「打造一個國際化的大灣區，可以為港澳青年創造更多就業創業升學等方面的

機會。港府將會與大灣區各級政府和社會力量一道，一定會為他們搭橋，打好基礎

做好平臺。」張建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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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港青體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在廣州啟動（中新社）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

活動 19 日在廣州啟動，約 1000 名香港青年在兩天時間裏分別前往廣州、珠海、佛

山、中山、江門 5 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會。 

該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聯

合承辦。活動主辦方表示，該活動以讓香港各界青少年認識中國文化、開闊自身視

野、了解國家發展為目的，通過深入粵港澳大灣區參觀城市風貌，體驗灣區多元文

化，感受強大經濟活力，以此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同感，鼓勵香港青年投身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  

記者在活動現場了解到，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幫助港澳青年解決在

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廣東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

年協會正在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粵港澳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這

一行動，通過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起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

網絡，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9/0120/238106.html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他們正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

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幫

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同時也為他們在港澳的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2015 年起，廣東團省委、廣東青聯推出「青年同心圓計劃」粵港澳台青少年合作

發展項目，截至目前已累計開展交流活動項目 1164 個，覆蓋 19.9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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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千名香港青年走進內地  感受大灣區繁榮與發展  

 
當天啟動禮暨揭牌儀式現場 陳驥旻 攝 

中新網廣州 1 月 19 日電 (沈釗 郭軍)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

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約千名香港青年將在接下來

的兩天里，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

「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以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

聯合承辦，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

關活動。 

張光軍在致辭指出：廣東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

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台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

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

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9/0119/237778.html


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

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當天活動現場 陳驥旻 攝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青年

赴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了解大灣區，

更全面認識祖國建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當天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共同籌建，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到粵

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目

前，粵港澳已有 20 余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跨地域、跨城市、

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絡，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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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港青體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在廣州啟動 (中新社 )  

 

【文匯網訊】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

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 19 日在廣州啟動，約 1000 名香港青年在兩天時

間裏分別前往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 5 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感

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會。  

該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

園協會聯合承辦。活動主辦方表示，該活動以讓香港各界青少年認識中國

文化、開闊自身視野、了解國家發展為目的，通過深入粵港澳大灣區參觀

城市風貌，體驗灣區多元文化，感受強大經濟活力，以此增強香港青年對

祖國的認同感，鼓勵香港青年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記者在活動現場了解到，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幫助港澳青

年解決在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廣東青聯、新家園協

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正在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粵港澳三

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這一行動，通過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起跨地域、

http://news.wenweipo.com/2019/01/20/IN1901200033.htm


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絡，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他們正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

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

青年提供服務，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同時也為他們在港澳的家人提

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2015 年起，廣東團省委、廣東青聯推出「青年同心圓計劃」粵港澳台青少

年合作發展項目，截至目前已累計開展交流活動項目 1164 個，覆蓋 19.9

萬人次。  

 

(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報道  來源：新華社 )  

 

 

 

 

 

 

 

 

 

 

 

 

 



文匯報 A09 

2019-01-20 

港青感知灣區 融入雙創家園  

張建宗料「規劃」節後出臺 指會做好「搭橋」引領「功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詹漢基 廣州報導）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香港新家園協會聯合承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昨

日在暨南大學舉行。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活動上指，預期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

於 2 月至 3 月公佈，包括提供創業和創意的「雙創」基地，特區政府亦會做好「搭

橋」工作，引領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  

「四海一家」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昨日啟動禮由廣東省政府副省長張光軍，張建宗，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

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司長吳煒，外交部駐港

副特派員楊義瑞，香港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薛惠君，廣東團省委書記池志雄，廣

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曹達華等

主禮，粵港澳約 1,000 名青年出席參加。  

千人體驗大橋高鐵便捷  

在是次「四海一家」交流活動中，千名青年將分成多組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

山、江門等地開展為期兩天的參訪，加深對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

面的瞭解。  

許榮茂介紹表示，1,000 名青年還將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的快速便捷，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更深入瞭解大灣區發展，更全面認識新中國建

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張建宗則表示，特區政府亦將全力做好港青在大灣區發展這門「功課」，今年將有

推動青年交流及到灣區創業、就業、生活的系列措施，其中就早前香港青聯邀請港

青前往深圳三個雙創基地就業創業的試點計畫，「以此為藍本，特區政府將在今年

春節後進行檢視相關進展情況，今後將推出更多相關平臺。而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

亦會預留政府資源，給予合資格的青年一筆啟動資金，在大灣區但不限於大灣區，

靈活地支持香港青年創業。」  

張建宗又透露，預計今年 2 月春節後至 3 月中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出臺，當中

有推動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內容。包括在大灣區建設港澳青年「雙創」基地，並以

此為平臺，讓港澳青年更好地落戶發展，「打造一個國際化的大灣區，可以為港澳



青年創造更多就業創業升學等方面的機會。特區政府將會與大灣區各級政府和社會

力量一道，一定會為他們『搭橋』，打好基礎做好平臺。」  

助解求學就業創業困難  

昨日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新家園協會、廣東省青聯、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于大灣區「9+2」城市全力建設，作為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據點」，幫助他們解

決在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在目前試運行階段，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他們將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

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灣區建設，把握發展機遇。  

記者瞭解到，「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港澳青年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將針對港

澳青年服務內容碎片化、服務群體不明、體系鬆散等問題，打通線上線下通道，提

高效率，在三地政府的支持下，發揮社會力量投入，形成合力，營造利於港澳青年

融入灣區發展的良好氛圍。  

團員感言  

陳太：這次帶同兒女一同坐高鐵。以往只是在電視上聽到高鐵的消息，聽說高鐵

「好快、好舒服」，這次可以一嘗高鐵的便利，十分期待。  

小二學生顧衡：我已是第二次去廣州。高鐵好勁！走得很平穩，在車上砌模型都不

會倒呢！  

姚女士：多年前去過廣州，當年只是乘旅遊大巴，不但路較崎嶇，車程也長。這次

是第一次坐高鐵，沒想到車速可以那麼快，在大窗戶看著窗外遼闊的景色感到心曠

神怡，非常舒服！  

鄧小姐：能夠參與上千人的交流團，非常興奮。之前只是與家人去旅遊，今次氣勢

浩大不可同日而語！非常期待深入認識其他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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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宜居活力人文 粵港澳合力打造 

在昨日啟動禮上，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表示，針對港澳青年赴粵發展，廣

東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粵學習就業創業發展中遇到的

問題。今後，為帶動青年投身大灣區建設，廣東將攜手港澳，在建設宜居

灣區、活力灣區、人文灣區三方面重點 力。   

 

因應三地共同構築宜居灣區，廣東將進一步提升港澳青年融入灣區的便利

性，包括發揮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作用，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

信息流等，並擴大粵港澳於教育、醫療、就業、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合作。

至於活力灣區，則包括推進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同時為青年創

業就業創造良好的環境，提供更多優質崗位和服務。   

 

在建設人文灣區方面，則會打造青年交流品牌，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藉

不同的青年服務合作及公益項目，營造灣區一家親的濃厚氛圍；同時深入

推動實習計劃讓青年交融交心，助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及增強對祖國文

化歷史認知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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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感知灣區 融入雙創家園 

■千

名青年參加啟動禮，並將分赴大灣區各市參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張建宗料「規劃」節後出台 指會做好「搭橋」引領「功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詹漢基 廣州報道）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香港新家園協會聯合承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昨

日在暨南大學舉行。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活動上指，預期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

於 2 月至 3 月公佈，包括提供創業和創意的「雙創」基地，特區政府亦會做好「搭

橋」工作，引領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  

「四海一家」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昨日啟動禮由廣東省政府副省長張光軍，張建宗，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

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司長吳煒，外交部駐港

副特派員楊義瑞，香港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薛惠君，廣東團省委書記池志雄，廣

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曹達華等

主禮，粵港澳約 1,000 名青年出席參加。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1/20/HK1901200030.htm


千人體驗大橋高鐵便捷  

在是次「四海一家」交流活動中，千名青年將分成多組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

山、江門等地開展為期兩天的參訪，加深對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

面的了解。  

許榮茂介紹表示，1,000 名青年還將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的快速便捷，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更深入了解大灣區發展，更全面認識新中國建

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張建宗則表示，特區政府亦將全力做好港青在大灣區發展這門「功課」，今年將有

推動青年交流及到灣區創業、就業、生活的系列措施，其中就早前香港青聯邀請港

青前往深圳三個雙創基地就業創業的試點計劃，「以此為藍本，特區政府將在今年

春節後進行檢視相關進展情況，今後將推出更多相關平台。而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

亦會預留政府資源，給予合資格的青年一筆啟動資金，在大灣區但不限於大灣區，

靈活地支持香港青年創業。」  

張建宗又透露，預計今年 2 月春節後至 3 月中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將出台，當中

有推動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內容。包括在大灣區建設港澳青年「雙創」基地，並以

此為平台，讓港澳青年更好地落戶發展，「打造一個國際化的大灣區，可以為港澳

青年創造更多就業創業升學等方面的機會。特區政府將會與大灣區各級政府和社會

力量一道，一定會為他們『搭橋』，打好基礎做好平台。」  

助解求學就業創業困難  

昨日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新家園協會、廣東省青聯、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於大灣區「9+2」城市全力建設，作為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據點」，幫助他們解

決在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在目前試運行階段，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他們將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

絡，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灣區建設，把握發展機遇。  

記者了解到，「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港澳青年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將針對港

澳青年服務內容碎片化、服務群體不明、體系鬆散等問題，打通線上線下通道，提

高效率，在三地政府的支持下，發揮社會力量投入，形成合力，營造利於港澳青年

融入灣區發展的良好氛圍。 

 

 

 



知識傳媒 

2019-01-20 

https://mp.weixin.qq.com/s/ZIQ3z43qwCVf220PZXTE3Q  

 

體驗·築夢大灣區——「青年同心圓」之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圓滿收官 

 
新家園協會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舉辦「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的青

年交流活動圓滿收官。本次活動一個的重要環節是新家園協會和廣東省青年聯

合會開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的揭幕儀式。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全員大合照 

 

 
「大灣區青年家園」舉行揭幕儀式 

 

 

 

 

https://mp.weixin.qq.com/s/ZIQ3z43qwCVf220PZXTE3Q


體驗·大灣區 

 

 
青年交流團乘搭廣深港高鐵 

 

 
青年交流團參觀暨南大學 



 

 
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現場 

 

活動啟動禮結束後，青年交流團 1,000 名香港各界青年分別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廣

州、珠海、佛山、中山與江門五個城市參觀訪問，深入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各個

城市的文化歷史與發展潛力。 

 

 
 

 



 

 
 

 
 

 
青年交流團活動照片 

 

 

 



築夢·大灣區 

 

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幕儀式中，來自粵港澳的三位青年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 

 

 
 

他們分別是（從右到左）廣州壹品空間建築設計公司設計總監、天河區政協委

員、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副主任陳賢翰，暨南大學國際學院本科學生葉煒麟，

還有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劃 2018 廣東團團長吳紫昀。 

 

 
嘉賓合照 

 

活動結束後，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許榮茂在採訪時提及，

「大灣區青年家園」利用粵港澳現有的專業團隊，整合當地不同政府部門、社

會組織和商界等資源優勢，給予初期創業公司提供場地、貸款支援、法律問題

等幫助，期望香港青年能夠利用好這些優勢，勇敢地邁出第一步。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採訪環節提及，香港青年聯會已率先在深圳設立 3

個創業基地，並推行試點計劃。另外特區政府亦為合資格人士批出啟動資金，

助他們在創業道路上追逐夢想。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副主任陳賢翰在接受時採訪中詳細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他表示，自己是青年之家的受益者，在廣州創業之時，針對起步階段遇到的相

關問題，青年之家及時給予了他意見，還幫助他詳細分析創業產業市場及其公

司具體競爭力。他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創業

和發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在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一共超過 20 個

點參與建設。其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吸引港澳青

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助他們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生活，有利於

港澳青年更長遠的發展；同時也為他們在港澳的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學生陳紫秋表示，在乘搭高鐵的過程中，感覺速度很快。這亦是他第一次參觀

內地高校，內地高校占地面積大，環境優美，設備先進令他印象深刻。 

 

他的母親表示，參加本次交流團活動，不僅可以增進親子關係，同時也讓孩子

開闊眼界，增長見識，親身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 

 

 
學生陳紫秋與他母親合照 

 

學生譚敏莉表示，自己比較少機會乘搭高鐵，以往往返大陸都選擇乘搭直通車，

感覺很新鮮。 

 



她的母親譚翠娜表示，由於工作關係經常乘搭從深圳北站出發的高鐵，這是她

第一次乘搭由香港出發到廣州南的高鐵，感受到國家鐵路發展為市民的日常出

行帶來的便捷，亦為祖國的發展感到驕傲。對於「大灣區青年家園」的開設，

她表示希望孩子將來到大灣區升學，從而幫助他們適應內地的生活。 

 
學生譚敏莉與他母親合照 

 

中五學生李德頓表示，本次交流活動讓自己更加深入地了解大灣區的城市，自

己首次體驗了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便捷。他認為便捷的交通方式有利於

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的溝通，亦可以使粵港澳三地的關係更加緊密。 

 

中四學生邱凱琦表示，在課堂上可以了解到中國的國情，但是本次活動可以讓

她親身體驗祖國的發展，覺得個人與祖國的聯繫更加緊密。 

 

帶領學生參加本次活動的曾老師表示，希望學生通過本次交流活動可以更加深

入的了解粵港澳大灣區，亦可以更好地了解「9+2」 城市群的含義，在未來的生

涯規劃中可以選擇在大灣區的高校升學、就業、創業等。 

 
學生邱凱琦（右）與李德頓（左） 



 

少數族裔人士 Daniel 表示，自己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籍人，通過本次

活動，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中國大灣區城市的文化背景與歷史。巴基斯坦和中國

的關係密切，將來可以到大灣區發展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希望在青年交流

的方面自己可以擔當參與者，亦可以擔當推動者，創造更多少數族裔人士與當

地人士的交流機會。 

 

 
少數族裔人士 Daniel 與其友人 

 

 

 

 

 

 

 

 

 

 

 



政府新聞處 

2019-01-19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19/P2019011900577.htm  
 

 

政務司司長在廣州出席「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

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以下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今日（一月十九日）出席「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

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致辭全文： 

  

張光軍副省長（廣東省副省長）、許榮茂主席（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各

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好！我很高興出席今天「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暨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 

  

新家園協會自二○一○年在香港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愛國愛港的宗旨，並致力服務

新來港、少數族裔人士及其他弱勢社群，通過優質及專業的一站式社會服務，

推動他們積極投入和參與香港的建設，促進社區參與、推動社會共融、創建平

等關愛的社會。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香港的青

年人是香港的希望與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新家園協會多年來積極

組織不同主題的青年內地交流活動，讓香港各界青年通過體驗和交流，認識國

家文化、了解國家發展及拓展視野。協會舉辦了今天這個大型活動，讓一千名

香港青年由香港西九龍坐高鐵專列來到廣州交流。他們將會分五支隊伍，在未

來幾天，分別考察廣州、珠海、佛山、中山和江門，回程經港珠澳大橋返港。

活動既能讓他們感受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建設的宏偉，更可深入體驗五個大灣區

城市的最新情況。這個活動實在很有意義。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和發揮創意的空間和機會。大灣區

建設是國家發展藍圖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對國家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肩負重大

意義，而且機遇處處。由新家園協會和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合作的「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家園」項目，為到大灣區生活和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

幫助他們落戶大灣區，促進有更多香港青年將來到大灣區發展。 

  

我期望「民、商、官、青年」四方可繼續攜手合作，在國家發展中注入強大動

力，為社會進步和中國民族復興而努力。 

  

最後，我再次感謝許榮茂主席多年來為香港青年及基層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並

衷心祝願新家園協會和廣東省青年聯合會會務蒸蒸日上，舉辦更多惠及青年和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19/P2019011900577.htm


貢獻國家的活動。農曆新年快到了，我祝各位新年進步、事事順利、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謝謝大家！  

  

 
 

 

 

 

 

 

 

 

 

 

 



星島日報 A11 

2019-01-20 

 

張建宗「揭密」： 大灣將是雙創基地 

 

大灣區規劃綱要快將出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天于廣州出席「四海一家．感知大

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活動由新家園協會及廣東

省青年聯合會主辦。 

 

 張建宗致辭時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

強」，形容香港青年人是香港的希望與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政府致力

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和發揮創意的空間與機會。他指，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發展

藍圖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對國家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肩負重大意義，而大灣區青年

家園能為到大灣區生活和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説明他們落戶，

促進有更多香港青年將來到機遇處處的大灣區發展。  

 

他期望「民、商、官、青年」四方可繼續攜手合作，在國家發展中注入強大動力，

為社會進步和中國民族復興而努力。不少人關注大灣區規劃綱要何時出臺，張建宗

於儀式後說，相信會是農曆新年之後的很短時間內，並透露綱要內容之一，是利用

大灣區提供一個創業加創意的「雙創」基地，讓香港青年人可以落戶發展。 
 

 

 

 

 

 

 

 

 

 

 

 

 

 

 

 

 

 

 

 

 

 

 

 

 



香港商報 

2019-01-20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

01/20/content_1120295.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千餘港青入粵感知大灣區 

 

  

【香港商報網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應該會在春節之

後的很短時間內出台，他形容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藍圖，由國家主席親自籌劃、

親自督導這個發展，所以特區政府對大灣區規劃是寄予厚望和盼望，並一定會做好

和配合這項工作，締造一個三贏的局面。 

  

張建宗:為青年人打造平台 

張建宗昨午在廣州出席「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

家園揭牌儀式後對傳媒指出，大灣區提供創業和創意的「雙創」基地，讓香港青年

人可以來到大灣區落戶發展，除了學業方面，有創業、亦都可以就業。他說：「所

以一定是為他們『搭台』、『搭橋』，打好一個很好的基礎、做一個平台去做一個

『引領者』」。   

 

他說有很多機構，例如新家園，配合『文、商、官、青年』四方面，大家攜手協作，

打造一個新的、國際級大灣區，創造更多的機遇給粵港澳三地的青年。 

他又說，香港青年聯會已開始率先推行一個試點計劃，在深圳有三個創業的基地，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01/20/content_1120295.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9-01/20/content_1120295.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亦已開始邀請香港的青年透過支援他的創業，作為一個藍本，有些政府的資源會預

留給那些合資格的青年朋友一筆「起動基金」，不一定在大灣區，在香港境外、境

內也可，是靈活的，讓他們創業，打出一條新的出路給自己，讓他們追求一個夢想。 

  

「大灣區青年家園」廣州揭牌 

是次揭牌儀式昨午在廣州舉行，千餘名港青將在接下來的兩天分赴廣州、珠海、佛

山、中山、江門等城市參觀訪問，及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的快速便捷，以加深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聯合承辦。

粵副省長張光軍亦出席了活動。 

  

當天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共同籌建，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到粵

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目

前，粵港澳已有 20 多家機構參與建設，組建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

服務網絡，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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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A21 

2019-01-29 

http://pdf.wenweipo.com/2019/01/29/a21-0129.pdf 

 

 

港青暢遊灣區 分五路感受同 

讚祖國發展迅速 萌北上創業雄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年輕一代的未來發展帶來莫大

便利 與機遇，新家園協會近日舉行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組

織逾千名香港各界青年乘高鐵前往大灣區多個城市，親身感受世界級灣區的魅力。 

有帶隊的中學教師表示，此行有助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讓他們跳出課本，見 

證國家的發展，也有中學生表 示，未來有意北上，進軍大灣區創業發展。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逾千名團員首先體驗廣深港高鐵的便利，

從西九 龍站出發到廣州暨南大學大禮堂參 與啟動禮，隨後團員分頭行事，循 五條

路線前往包括廣州、珠海、佛 山、中山及江門等灣區城市，進行 兩日一夜的深入

探索。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團赴廣州，與 逾 200 名香港青年一同體會大灣區 的魅力。 廣州

線團員首日參觀了廣州市的 第二少年宮、花城廣場及海心沙； 翌日參觀廣州市城

市規劃展覽中心 後，經港珠澳大橋返回香港。 多名年輕團員異口同聲表示，廣 州

市的發展比想像中更繁榮、迅 速，未來有意北上大灣區發展事 業。  

 

 

笑言遊客多 開餐廳最賺  

 

團員之一的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 紀念中學中五生林嘉銘認為，大灣區潛力無限，

在金融方面的發展更 是一日千里，國家為創業者提供了 相當大的支持與機遇。他

舉例，有 包括騰訊分公司等創科企業駐紮其 中的廣州 T.I.T 創意園，便是創業與 

創意結合的證明。  

 

他續指，參觀花城廣場及海心沙 後，對於廣州的好感更是有增無 減，笑言：「遊客

那麼多，開個餐 廳肯定盆滿缽滿！」 

 

夢想開咖啡廳賣自製衣 

  

就讀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 學的中一女生郭麗明則說，大灣區 提供了不少機

會予年輕人，政府與 新家園協會等機構對年輕創業者的支持，將會吸引更多的香

港人北上 大灣區城市發展。  

 

雖然她年紀輕輕，對未來已有自 己的想法，酷愛畫畫的她希望在大灣區經營店舖，

http://pdf.wenweipo.com/2019/01/29/a21-0129.pdf


賣自己設計的衣服，並在旁邊開家小小的咖啡廳。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帶 隊教師曾瑞榮表示，他已經是第三 次帶領學生參

加內地交流團，認為類似活動均能提高學生對於祖國的 認識與歸屬感。  

 

他認為，是次交流團能夠與學生深 入大灣區城市，「來了廣州市城市規 劃展覽中心，

學生就能明白城市是如 何規劃和發展。書本上經常提到的 『人均生產總值』、『發

展』等字詞 不再是紙上談兵，親身體驗總比硬知 識來得具體和深刻。」 
 

 

 

特稿 

過來人分享創業史 

特 區 政 府 提 出「三創」理 念，於支持青年人創業、創新及創科發展投放資源及

推出相應措施。然而，創業路上總是困難重重， 香港青年想要到大灣區創業更會

遇到不少挑戰，過來人的經驗及幫助顯得尤其重要。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上，大會邀請了在廣州成功創業的

香港青年與 大家分享。現為廣州市天河區港 澳青年之家副主任的陳賢翰於 2012 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成為建築設計師。  

 

人生路不熟 幸得貴人助  

他分享指，去年選擇到廣州 成立自己的設計團隊。由於 「人生路不熟」，對於內地

工 商註冊、稅務、居住，乃至於 生活圈子都遇上了不少問題， 幸得天河區港澳青

年之家的幫助，為他解答了不少疑難，最終成功創業。  

 

為了將自己的經驗告訴未來有意北上創業的年輕人，於是加入了港澳青年之家，協

助其他香港青年。  
 

 

 

 

 

 

 

 

 

 

 

 

 

 

 

 

 

 



中國新聞網 

2019-01-19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9/01-19/8733825.shtml 

 

 

約千名香港青年走進內地 感受大灣區繁榮與發展 

 

    當天啟動禮暨揭牌儀式現場 陳驥旻 攝 

 

中新網廣州 1 月 19 日電 (沈釗 郭軍)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

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約千名香港青年

將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

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以加

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

園協會聯合承辦，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9/01-19/8733825.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


張光軍在致辭指出：廣東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

進灣區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

決港澳青年在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

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

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

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當天活動現場 陳驥旻 攝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

青年赴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

解大灣區，更全面認識祖國建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當天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

年協會共同籌建，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

力量，為到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

地融入灣區發展。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

園」，組建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

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完) 

 

 



今日頭條 

2019-01-20 

https://www.toutiao.com/i1623161087647752/ 

 

 

大灣區 11 城建港澳青年家園 闢北上「據點」 
 

#粵港澳大灣區#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

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 19 日在暨南大學舉辦。19 日至 20 日，粵港約

1000 名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地開展為期 2 天

的參訪活動，加深對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面的瞭解。 

 

據介紹，為深化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合作，解決港澳青年在灣區求學、就業、

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大灣區 11 個城市全力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以此作為港

澳青年北上發展的「據點」。在目前試運行階段，三地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

他們將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

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 提供專業服務實現夢想 

 

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在啟動禮上表示，針對青年投身大灣區建設，廣東將攜手港澳

在建設宜居灣區、活力灣區、人文灣區三方面著力。在宜居灣區方面，通過建設一

批為在粵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專業服務的青年家園，為青年發展搭台，讓他們實現

人生夢想；在活力灣區方面，打造以廣深港澳科技走廊為主軸的大灣區發展創新極，

加強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文化基地建設；在人文灣區方面，將打造青年交流品牌，

深入推進粵港澳青年火車團、情義兩地行、粵港青年服務合作營，南粵會親等公益

項目，不斷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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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頭條 

2019-01-20 
 

https://www.toutiao.com/i6648395663534981640/ 

 

 
 

 

大灣區青年家園正式揭牌 

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

協會聯合承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

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辦。來自粵港約 1000 名青年參

加活動。 

 
 

 

https://www.toutiao.com/i6648395663534981640/


據了解，「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港澳青年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服務內容。針對

港澳青年服務內容碎片化、服務群體不明晰、服務體系鬆散性等問題，團省委、省

青聯致力於集中力量打造好青年綜合服務體系，打通線上線下通道，形成服務閉環，

大力提高服務效率，並在省政府支持領導下，發揮社會力量投入，形成合力，營造

有利於港澳青年融入灣區發展的良好氛圍。在目前試運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

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 

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團省委正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

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

2018 年，「青年同心圓」粵港澳臺青少年交流網站開通運行。此外，團省委、省

青聯還開通了 12355「港澳青年服務熱線」，主要提供法律維權、心理輔導、就業

指導、創業幫扶、助學幫困、出入境事宜、生活資訊等電話諮詢服務。 

「廣州能夠給我一座城市應有的濃厚文化色彩，整個城市和建築都很有歷史的痕跡。

所以我選擇到內地發展，搭乘祖國經濟快車！」香港建築設計師陳賢翰講述了他願

意到內地發展的理由，同時提出希冀，「希望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政策裡，

能夠給予香港青年創業者更多的輔助政策，提供關於資質認證的便利條件和綠色通

道。」 

 

 

 

 

 

 

 

 

 

 

 

 

 

 



今日頭條 – 廣州日報 

2019-01-19 

https://www.toutiao.com/i6648220295985365518/ 

 

千人合唱《海闊天空》，粵港澳青年在廣州訴說真摯友誼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約千名粵港澳青年在

暨南大學內清唱歌曲《海闊天空》，訴說著粵港澳青年的真摯友誼。這一幕，在今

天（19 日）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上演。 

據悉，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以「青春薈聚，開

放灣區」為主題，目的讓粵港澳青年認識中國文化、開闊自身視野、瞭解國家發展

為目的，展示大灣區多元文化和強大經濟實力，鼓勵粵港澳青年投身大灣區的發展。 

 

 

 

共同實習 粵港澳青年締結深厚友誼 

「揮動青春翅膀，不可阻擋。點燃未來，希望之光。帶著信仰力量，勇往直前。在

每個明天，創造新環境。「一曲《青春的翅膀》拉開活動帷幕，少年翩然起舞，描

https://www.toutiao.com/i6648220295985365518/


繪出青春的夢想。隨後，現場播放微電影《同心灣區·青年家園》，影片以香港、

澳門青年到灣區尋求發展機遇為背景，生動呈現出灣區建設、人人參與的主題，展

現大灣區 80、90 後青年勇敢逐夢、不畏挫折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三地青年還現場分享他們在廣州創業、學習以及三地青年締

結深厚友誼的故事。來自廣東江門的吳同學今年 22 歲，去年參與了第二屆故宮青

年實習計畫，和來自香港、澳門的大學生在北京故宮開展考古實習工作。6 個星期

內，粵港澳青年互相加油鼓勁，不僅高品質完成實習項目，還想出唱歌、塗抹防曬

等辦法熬過酷熱的三伏天。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吳同學說，《海闊天

空》是大家在實習期間經常唱的歌，歌中不僅有快樂和喜悅，也蘊含著青年們逐漸

升溫的友誼。以吳同學的歌聲為原點，全場約千名粵港澳青年竟不約而同地合唱起

來，場面十分熱烈。 



「在朝夕相處中，我們可以說是‘困難見真情’。」吳同學說，儘管他和一位香港青

年喜歡不同且互為對手的籃球隊，臨別時卻收到這位朋友經過穿街走巷才買來的球

衣，讓他十分感動。 

撥打 12355 獲取港澳青年來粵服務資訊 

活動現場，「大灣區青年家園」正式揭牌，宣佈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

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正式啟動。之後，近千名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

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瞭解城市風貌，深入領略「世紀工程」港

珠澳大橋的雄偉風光。通過充分展現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情況，促進香港青年

對大灣區的瞭解，帶動青年投身灣區建設。 

 

據瞭解，2015 年，團省委、省青聯重磅推出「青年同心圓計畫」粵港澳臺青少年

合作發展項目。三年來，「青年同心圓計畫」 以「親情」「友情」「商情」模式

為主線軸，將尋根問祖、返鄉交流、志願服務、國情探索、實習見習、就業創業等

多種形式貫穿其中，至今已形成香港中小學生國民教育活動、「展翅計畫」港澳青

年來粵實習等精品項目，累計開展交流活動專案 1164 個，覆蓋 19.9 萬人次，深受

廣大粵港澳臺青少年的喜愛與關注。 

此外，為幫助解決港澳青年在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省青聯、

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正全力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已有 20 餘家

機構參與建設，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城、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

網路。 



 

值得一提的是，團省委、省青聯還開通了 12355 「港澳青年服務熱線」，提供法律

維權、心理輔導、就業指導、創業幫扶、助學幫困、出入境事宜、生活資訊等電話

諮詢服務。接下來，團省委、省青聯將整合升級話務系統，加強話務員業務培訓，

努力為港澳青年來粵生活提供更專業的諮詢服務。 

 

 

 

 

 

 

 

 

 

 

 

 

 



百姓生活網華南新聞 

2019-01-21 

http://gd.ccwqtv.com/a/201901/260121.html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

暨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 張光軍出席 

來自廣東省人民政府網消息，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

聯主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張光軍致辭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

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廣東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融合交流。針

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粵學業、就業、

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

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力灣區，建設全

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心、投身大灣區

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

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

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

增強成就感。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

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本次活動約有 1000 名粵港青年參加。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

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城市風貌，並經港珠澳大橋回港，領略「世紀工程」

的雄偉風光。  

 

 

 

 

 

 

 

 

 

 

http://gd.ccwqtv.com/a/201901/260121.html


 

羊城晚報 

2019-01-20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1/20/content_9292.htm#article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羊城晚報訊 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的 2019「青

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

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關

活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

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

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

增強成就感。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

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侯夢菲 梁楚鈺） 

 

 

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9-01/20/content_9292.htm#article


 
 



金羊網 

2019-01-20 

http://news.ycwb.com/2019-01/20/content_30180336.htm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金羊網訊 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的 2019「青年

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

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

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

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

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

增強成就感。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

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侯夢菲 梁楚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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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時報 

2019-01-20 

http://epaper.xxsb.com/html/content/2019-01/20/content_810527.html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千名香港青年將訪問大灣區五城 
 

 
 

資訊時報訊（記者 龐澤欣 陳子垤 通訊員 岳青）約 1000 名香港青年走進 5 個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參觀交流，100 名來自懷集、陸豐等地的農村貧困學子與港澳青年交

朋友、游廣州……昨日，「第九屆希望工程·富力南粵會親活動」和「四海一家·感

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在廣州同步啟動。「大灣區青年家園」在活動上正式揭牌。 

 

千名香港青年游大灣區 

今年初，主辦方發佈了南粵會親學子求助資訊，消息一發出就吸引了眾多社會愛心

人士積極回應。不到一周時間，100 名貧困學子被近 50 名愛心人士認領完畢。 

 

昨日上午，許多愛心人士帶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南粵會親活動，以自己的

行動影響身邊的人。「我的孩子與他（被資助的孩子）年齡相仿，我也會時不時給

自己的孩子講講道理，讓他更珍惜學習機會。」熱心市民胡忠錄是一名博士，他希

望通過參與公益活動為自己的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從 1997 年開始做志願者的他，

想要發動身邊的志願者、愛心人士加入這個行列，努力讓更多的農村孩子走出農村。 

 

http://epaper.xxsb.com/html/content/2019-01/20/content_810527.html


當天下午，100 名貧困學子和約 1000 名香港青年來到暨南大學，參加「四海一家·

感知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他們還互贈禮物，建立愛的連結。 

 

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告訴記者，此次為期兩天的青年交流

活動行程安排豐富多彩，1000 名香港青年將分別前往廣州、珠海、佛山、中山、

江門這五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

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他表示，希望通過本次大灣區青年

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更全面認識祖國。 

 

大灣區青年家園正式揭牌 

活動上，「大灣區青年家園」正式揭牌。據介紹，「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港澳青

年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服務內容。在目前試運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 

   

許榮茂認為，香港青年可以通過「大灣區青年家園」這個平臺尋找到大灣區的發展

機會，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得實惠、享紅利」，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支持者、參

與者。 

 

據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書記池志雄介紹，他們正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

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

此外，團省委、省青聯還開通了「12355」港澳青年服務熱線，主要提供法律維權、

心理輔導、就業指導、創業幫扶、助學幫困、出入境事宜、生活資訊等電話諮詢服

務。 

 

 

 

 

 

 

 

 

 

 

 
 

 

 

 

 

 

 

 

 

 

 



 

 

 

信息時報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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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 

2019-01-20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9-01/20/content_7777341.htm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 
 

南方日報訊 （記者/王聰 實習生/黎允哲）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

辦、全國青聯主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

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張光軍致辭指出，廣東省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

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

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灣區融合

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力灣區，

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心、投身

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依

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

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

增強成就感。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

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本次活動約有 1000 名粵港青年參加。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

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城市風貌，並經港珠澳大橋回港，領略「世紀工程」

的雄偉風光。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9-01/20/content_7777341.htm


 
 

 

 

 



南方網 

2019-01-20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9-01/20/content_184895516.htm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南方網訊 （全媒體記者/王聰 實習生/黎允哲）1 月 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

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

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副省長張光軍、香港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張光軍致辭指出，廣東省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

區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

年在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灣

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

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

交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依

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

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

感、增強成就感。目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

組建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本次活動約有 1000 名粵港青年參加。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

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城市風貌，並經港珠澳大橋回港，領略「世

紀工程」的雄偉風光。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9-01/20/content_184895516.htm


財界網 

2019-01-22 

http://finance.17ok.com/news/4/2019/0122/2668664.html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在即 
 

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在廣州出席「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

動啟動儀式。他透露，中央有關部門會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編制的《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即將出臺，青年交流是其中重要板塊。 

 

當面對記者提問規劃綱要出臺時間表時，張建宗坦誠告知並表示，香港方面期待

《規劃綱要》的出臺，為三地開創共贏的局面。「我們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應該在春節後至三月中旬期間出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藍圖，一個戰略性

的藍圖。所以，我們對這個規劃寄予厚望，我們一定做好配套工作來締造一個三贏

的局面。」 

 

當天的交流活動在暨南大學舉行，約有 1000 名香港青年參加。這些香港青年將分

成多組奔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城市，開展為期兩天的參訪，加深對

大灣區經濟社會、人文、就業創業等方面的瞭解。張建宗透露，《規劃綱要》其中

一個重要的內容是推動港澳青年到灣區城市發展。「其中一個內容是利用大灣區提

供一個‘雙創’基地，創業和創意的基地，讓香港(澳門)青年有機會來到灣區落戶發

展，為他們創造更多就業創業升學的機會。我們一定為他們搭橋，打好基礎做好平

臺。」 

 

當天，由廣東省青年聯合會、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的大灣區

青年家園在暨南大學揭牌。大灣區青年家園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

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目

前，已吸引粵港澳 20 餘家機構參與組建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

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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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集團官微 

2019-01-20 

https://mp.weixin.qq.com/s/qNuDI8A49mjxUmdWGNehEw 

 

 

南粵會親，愛伴童心 
 

1 月 19 日，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少先隊廣東省工作委員

會、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富力集團聯合主辦的「青春情暖 愛伴童心——第

九屆希望工程·富力南粵會親活動」在廣州啟動。100 名來自始興、興寧、陸豐、

徐聞、懷集等地的農村貧困學子在廣州與資助他們的愛心人士見面，與來自香港、

澳門的大哥哥大姐姐交朋友，逛花城、登小蠻腰、聽朗誦會、參觀暨南大學、廣州

氣象衛星地面站……親身感受廣東改革開放 40 年成果。 

 

 
 

「南粵會親活動」是廣東省希望工程特有的品牌專案，是共青團著力解決青少年實

際困難、關心青少年成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幸福廣東的重要舉措。通

過會親活動，組織全省各地的孤兒、單親等特困家庭孩子到城市來，接受社會各界

熱心人士、愛心家庭的認捐資助，讓受助兒童與資助人結對會親。 

 

https://mp.weixin.qq.com/s/qNuDI8A49mjxUmdWGNehEw


 
 

當天下午，100 名小朋友來到暨南大學，參加「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廣東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團省委

書記池志雄等領導和嘉賓親切會見了南粵會親的小朋友。活動現場，這 100 名小朋

友還與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互贈禮物，建立愛的連結。 

 

 
 

通過「大手牽小手」會親結對，讓受助學生和資助人心連心，傳遞「不是親人，勝

似親人」的溫暖情感。從 2008 年開始，活動至今已舉辦至第九屆，累計資助貧困

學生 27000 多名，資助總額近 4000 萬元，惠及全省 21 個地市，先後榮獲「全國希

望工程 20 年經典專案」、「廣東扶貧濟困優秀專案」等榮譽。 

 



 
 

今年，全省又將有 2100 名貧困學子受到資助，「南粵會親」資助重點也向建檔立

卡貧困戶家庭學童傾斜，整合更多社會資源聚焦粵東西北地方教育扶貧缺口。 

 

 



 
 

作為慈善公益領域的企業公民和品牌企業，富力從首屆到第九屆南粵會親都積極參

與，致力於實現著孩子們的願望。富力集團向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累計捐贈了

2000 多萬元，從「羊城會親」到「南粵會親」，這項活動為港澳同胞、社會各界

愛心人士和鄉村孩子架起一座精准幫扶的橋樑。 

 

 
 

富力集團董事長、新家園協會監事會主席李思廉先生表示，希望通過這種會親活動

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在廣東還有這麼多想去學習的孩子，需要大家關心，大家應



該伸出援助之手，幫助這些孩子完成學業，讓這助學之風逐漸形成一種社會好風氣。

也希望受助小朋友能樹雄心，立壯志，刻苦學習，早日成才，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做

出應有的貢獻！ 

 

 

 

 

 

 

 

 

 

 

 

 

 

 

 

 

 

 

 

 

 

 

 

 

 

 

 

 

 

 

 

 

 

 

 

 

 

 

 
 

 

 



廣州日報 

2019-01-19 

http://www.gzcankao.com/news/wx/detail?newsi=350646&time=1547942324444 

 

 

千人合唱《海闊天空》，粵港澳青年在廣州訴說真摯友誼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約千名粵港澳青年在

暨南大學內清唱歌曲《海闊天空》，訴說著粵港澳青年的真摯友誼。這一幕，在今

天（19 日）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上演。 

據悉，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以「青春薈聚，開

放灣區」為主題，目的讓粵港澳青年認識中國文化、開闊自身視野、瞭解國家發展

為目的，展示大灣區多元文化和強大經濟實力，鼓勵粵港澳青年投身大灣區的發展。 

 

共同實習 粵港澳青年締結深厚友誼 

「揮動青春翅膀，不可阻擋。點燃未來，希望之光。帶著信仰力量，勇往直前。在

每個明天，創造新環境。「一曲《青春的翅膀》拉開活動帷幕，少年翩然起舞，描

繪出青春的夢想。隨後，現場播放微電影《同心灣區·青年家園》，影片以香港、

澳門青年到灣區尋求發展機遇為背景，生動呈現出灣區建設、人人參與的主題，展

現大灣區 80、90 後青年勇敢逐夢、不畏挫折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三地青年還現場分享他們在廣州創業、學習以及三地青年締

結深厚友誼的故事。來自廣東江門的吳同學今年 22 歲，去年參與了第二屆故宮青

年實習計畫，和來自香港、澳門的大學生在北京故宮開展考古實習工作。6 個星期

內，粵港澳青年互相加油鼓勁，不僅高品質完成實習項目，還想出唱歌、塗抹防曬

等辦法熬過酷熱的三伏天。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吳同學說，《海闊天

空》是大家在實習期間經常唱的歌，歌中不僅有快樂和喜悅，也蘊含著青年們逐漸

升溫的友誼。以吳同學的歌聲為原點，全場約千名粵港澳青年竟不約而同地合唱起

來，場面十分熱烈。 

http://www.gzcankao.com/news/wx/detail?newsi=350646&time=1547942324444
http://gzckcdn.gzcankao.com/news/news/20190119/1547905124154066914.jpg


「在朝夕相處中，我們可以說是‘困難見真情’。」吳同學說，儘管他和一位香港青

年喜歡不同且互為對手的籃球隊，臨別時卻收到這位朋友經過穿街走巷才買來的球

衣，讓他十分感動。 

 

撥打 12355 獲取港澳青年來粵服務資訊 

活動現場，「大灣區青年家園」正式揭牌，宣佈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

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正式啟動。之後，近千名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

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瞭解城市風貌，深入領略「世紀工程」港

珠澳大橋的雄偉風光。通過充分展現大灣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情況，促進香港青年

對大灣區的瞭解，帶動青年投身灣區建設。 

 

據瞭解，2015 年，團省委、省青聯重磅推出「青年同心圓計畫」粵港澳臺青少年

合作發展項目。三年來，「青年同心圓計畫」 以「親情」「友情」「商情」模式

為主線軸，將尋根問祖、返鄉交流、志願服務、國情探索、實習見習、就業創業等

多種形式貫穿其中，至今已形成香港中小學生國民教育活動、「展翅計畫」港澳青

年來粵實習等精品項目，累計開展交流活動專案 1164 個，覆蓋 19.9 萬人次，深受

廣大粵港澳臺青少年的喜愛與關注。 

此外，為幫助解決港澳青年在灣區求學、就業、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省青聯、

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正全力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目前已有 20 餘家

機構參與建設，發揮各自服務優勢，組建跨地城、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

網路。 

 

值得一提的是，團省委、省青聯還開通了 12355 「港澳青年服務熱線」，提供法律

維權、心理輔導、就業指導、創業幫扶、助學幫困、出入境事宜、生活資訊等電話

諮詢服務。接下來，團省委、省青聯將整合升級話務系統，加強話務員業務培訓，

努力為港澳青年來粵生活提供更專業的諮詢服務。 

 

 

 

 

http://gzckcdn.gzcankao.com/news/news/20190119/1547905166316008766.jpg
http://gzckcdn.gzcankao.com/news/news/20190119/1547905172323030096.jpg


華夏經緯網  

2019-01-21 

http://www.huaxia.com/xw/gaxw/2019/01/6007632.html 

 

 

 

約千名香港青年走進內地 感受大灣區繁榮與發展 

 

 當天啟動禮暨揭牌儀式現場 陳驥旻 攝 

中新網廣州 1 月 19 日 (沈釗 郭軍)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

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約千名香港青年將在接下來的

兩天裡，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

「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以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本次活動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

聯合承辦，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

關活動。 

張光軍在致辭指出：廣東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

融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年在

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大

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同打造活

http://www.huaxia.com/xw/gaxw/2019/01/6007632.html


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

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當天活動現場 陳驥旻 攝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青年

赴大灣區城市參觀訪問，希望通過本次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

更全面認識祖國建國 70 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當天揭牌的「大灣區青年家園」由廣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共同籌建，將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到粵

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目

前，粵港澳已有 20 餘家機構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組建跨地域、跨城市、

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路，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完) 

 

 

 

 

 

 

 
 

 

 

 

 

 

 



搜狐 

2019-01-21 

http://www.sohu.com/a/290506870_162758?sec=wd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

日前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廣東省政府副省長張光軍在致辭中指出，青年興則國家

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廣東省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將儘快推出更多便利舉措，

吸引更多願到內地發展的港澳青年創業發展，讓他們成為灣區建設的生力軍，共同

構築宜居灣區、活力灣區、人文灣區，讓港澳青年不斷融入國家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一項重要的戰略

部署，香港政府鼓勵更多的香港青年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灣區建設提供新

的動力，在國家發展中貢獻力量，為社會的進步和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  

 
許榮茂致辭  

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在現場致辭中

表示，此次青年交流活動將帶領約 1000 名香港青年赴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

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

http://www.sohu.com/a/290506870_162758?sec=wd


識。同時，青年交流、社會服務和慈善扶貧是新家園協會的三大工作，希望通過本

次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瞭解大灣區，更全面認識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及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成就及新機遇。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為有志回粵港澳大灣

區尋求發展機會的港澳青年提供切實服務而共同設置的服務機構，提供香港內地一

條龍服務，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鼓勵他們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大灣區青

年家園」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

業社工團隊，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適當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

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也為他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

憂，讓他們放心在內地發展，為當地發展作出新貢獻，注入新動力。  

1 月 19 日至 20 日，為期兩天的青年交流活動行程安排豐富而多彩，1000 名香港青

年將分五條路線分別前往五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包括廣州、珠海、佛山、中山與

江門參觀訪問，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會。  



 

此外，在目前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超過 20 個點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

家園」，將展示各自服務優勢，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

吸引港澳青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的生活，有利於

更長遠的發展。  

許榮茂在接受採訪時談到，此次行程旨在讓青年加深對大灣區都市圈發展的瞭解，

未來他們可以通過「大灣區青年家園」這個平臺，尋找到大灣區的發展機會，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得實惠、享紅利」，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支持者、參與者。  

 

另悉，新家園協會一直致力於青年工作，品牌專案「四海一家」自 2015 年首辦至

今，已資助超過 9000 名以青少年為主的香港市民，赴內地交流參觀，足跡覆蓋北

京、上海、廣東、福建、浙江、陝西、天津等省市，已成為香港最大型、最具影響

力的交流活動之一。 

 

 
 

 

 

 



新快報 

2019-01-20 

http://qing.xkb.com.cn/?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newsContent=1129559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幫助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 

新快報訊 記者謝源源報導 為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香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

聯合會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大灣區青年家園」。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

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暨南大學隆重舉行。

儀式後,1000 名香港青年前往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

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據介紹,「大灣區青年家園」提供香港內地一條龍服務,將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社會

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業社工團隊,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

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也為他

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在目前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超過 20 個點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將

展示各自服務優勢,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吸引港澳青年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的生活,有利於更長遠的發展。 

 

 

 

 

 

 

 

 

 

 

http://qing.xkb.com.cn/?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newsContent=1129559


新快報 A06 時政 

2019-01-20 

 

幫助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新快報訊 記者謝源源報導 為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香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

聯合會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大灣區青年家園」。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

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暨南大學隆重舉行。

儀式後,1000 名香港青年前往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

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據介紹,「大灣區青年家園」提供香港內地一條龍服務,將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社會

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業社工團隊,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

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也為他

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在目前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超過 20 個點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將

展示各自服務優勢,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吸引港澳青年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的生活,有利於更長遠的發展。 

 

 

 

 

 

 

 

 

 

 

 

 

 

 

 

 
 

 

 

 

 



新快報 

2019-01-19 

http://mini.eastday.com/a/190119230538265.html 

 

 

 

愛伴童心 百名貧困學子與愛心人士會面 

 

 
 

 

新快報訊 記者唐星 通訊員岳青報導 1 月 19 日，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廣東省青

年聯合會、少先隊廣東省工作委員會、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富力集團聯合主

辦的 " 青春情暖 愛伴童心——第九屆希望工程 · 富力南粵會親活動 " 在廣州啟動。

100 名來自始興、興寧、陸豐、徐聞、懷集等地的農村貧困學子將在廣州與資助他

們的愛心人士見面，與來自香港、澳門的大哥哥大姐姐交朋友，逛花城、登小蠻腰、

聽朗誦會、參觀暨南大學、廣州氣象衛星地面站 …… 親身感受廣東改革開放 40 年

成果。 

 

拼手速，100 名學子被 " 秒光 " 

今年，主辦方通過 " 廣東青年之聲 ""i 志願 "" 南粵希望工程 " 等平臺發佈南粵會親

學子求助資訊，消息一發出就吸引了眾多社會愛心人士積極回應。不到一周時間，

100 名貧困學子被近 50 名愛心人士認領完畢。 

許多捐方帶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 " 南粵會親 "，以自己的行動影響身邊的

人。" 我的孩子與他（被資助的孩子）年齡相仿，我也會時不時給自己的孩子講講

道理，讓他知道有的小朋友雖然家庭貧困，但是學習很刻苦，他就會更珍惜學習機

會了。" 熱心市民胡忠錄是一名博士，這是他第一次參加 " 南粵會親 "，從農村娃

到博士，胡忠錄深信 " 知識才能改變命運，努力才有出路。" 他希望通過參與公益

http://mini.eastday.com/a/190119230538265.html


活動為自己的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他表示，南粵會親不是他參加的唯一一個公益

活動，卻是最有溫度的一個，97 年開始做志願者的他說要發動身邊的志願者、愛

心人士加入這個行列，努力讓更多的農村孩子走出農村。 

 

還有些愛心人士陪著 " 南粵會親 " 共同成長：廣東鑫湖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廣東

青基會副理事長黃繼豪十年前開始參加南粵會親和其他青少年公益活動，累計捐款

超過 480 萬元。今年他又認捐了 10 名孩子，與希望工程的 " 善緣 " 還在延續。還

有許許多多的愛心人士得知參加南粵會親的小朋友已經被認領完了，主動要求捐資

和參與其他專案，幫助更多困境兒童改善成長環境。 

 

四海一家，感知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19 

日下午，100 名小朋友來到暨南大學，參加 " 四海一家 · 感知大灣區 " 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交流活動。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團省委書記池

志雄等領導和嘉賓親切會見了南粵會親的小朋友。活動現場，這 100 名小朋友還與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互贈禮物，建立愛的連結。 

 

出席活動的香港新家園協會會長及監事會主席，富力集團董事長李思廉先生表示，

富力集團從 2003 年開始深度參與廣東青少年公益事業，累計向廣東青基會捐贈善

款超過 2000 萬元。從 " 羊城會親 " 到 " 南粵會親 "，這項活動為港澳同胞、社會各

界愛心人士和鄉村孩子架起一座精准幫扶的橋樑。他勉勵參加南粵會親的小朋友要

樹雄心、立壯志，刻苦學習、早日成才，通過努力拼搏改變自身命運，長大為祖國

的繁榮昌盛作貢獻。 

 

 

 

 

 

 

 

 

 
 

 

 

 

 

 

 

 

 

 

 

 

 



廣東新快網 

2019-01-20 

http://epaper.xkb.com.cn/view/1129559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幫助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 

新快報訊 記者謝源源報導 為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香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

聯合會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大灣區青年家園」。1 月 19 日,「四海一家·感知大灣

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廣州暨南大學隆重舉行。

儀式後,1000 名香港青年前往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世紀工程」港珠澳

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據介紹,「大灣區青年家園」提供香港內地一條龍服務,將整合不同政府部門、社會

組織和商界的資源,結合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專業社工團隊,為有志到大灣區發展的

港澳青年提供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遇到的各種問題,也為他

們在港或澳家人提供服務,免除後顧之憂。 

在目前試行階段,廣東、香港、澳門共超過 20 個點參與建設「大灣區青年家園」,將

展示各自服務優勢,編織跨地域、跨城市、跨機構、跨專業的服務網,吸引港澳青年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快適應和融合在內地的生活,有利於更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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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報·ZAKER 廣州 

2019-01-19 
https://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c4300b81bc8e03c18000343&f=xiongzhang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幫助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 

 
新快報訊 記者謝源源報導 為説明港澳青年融入內地，香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

年聯合會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 " 大灣區青年家園 "，1 月 19 日，" 四海一家 · 感知

大灣區 " 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 " 大灣區青年家園 " 揭牌儀式在廣州暨南大學隆重

舉行。儀式後，1000 名香港青年前往大灣區各城市參觀訪問，親身體驗 " 世紀工

程 " 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快速便捷，加深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 

活動由香港新家園協會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主辦，暨南大學、廣東省粵港澳促進中

心、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聯盟、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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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日報 A4 

2019-01-20 

http://gzdaily.dayoo.com/pc/html/2019-01/20/content_105501_578044.htm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舉行 

廣州日報訊 昨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聯主辦的 2019「青

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大灣區青年家

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張光軍致辭指出，廣東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融

合交流。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澳青

年在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

大力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

利性；共同打造活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

區，促進粵港澳青年交融交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

同籌建，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

粵求學、就業、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

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增強成就感。本次活動約有 1000 名粵港青年參加。

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城市參觀城市風

貌，並經港珠澳大橋回港，領略「世紀工程」的雄偉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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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日報 A5 

2019-01-21 
http://gzdaily.dayoo.com/pc/html/2019-01/21/content_105557_578382.htm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成立 

廣州日報訊 （全媒體記者葉碧君）19 日，由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青

聯主辦的 2019「青年同心圓」之「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年交流活動啟動禮暨

大灣區青年家園揭牌儀式在暨南大學舉行。廣東省副省長張光軍、香港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出席相關活動。   

張光軍致辭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

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廣東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高位推動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灣區融合交流。   

張光軍表示，針對港澳青年來粵發展，廣東已出臺了一系列便利舉措，加快解決港

澳青年在粵學業、就業、創業發展問題。接下來，廣東將繼續攜手港澳特區政府大

力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共同構築宜居灣區，提升青年融入灣區生活的便利性；共

同打造活力灣區，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共同建設人文灣區，促進粵港澳青

年交融交心、投身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   

據悉，「大灣區青年家園」由省青聯、新家園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共同籌建，

依託粵港澳三地服務機構，整合大灣區青聯專業及社會力量，為來粵求學、就業、

創業及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服務，説明他們更好地融入灣區發展，不斷提升獲得感、

增強成就感。   

本次活動啟動後，近千名香港青年將分赴廣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大灣區

城市參觀城市風貌，並經港珠澳大橋回港，領略「世紀工程」的雄偉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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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1 

 

千名港青齊聚廣州分五路感受大灣區城市發展 

【香港中通社 1 月 20 日电】（记者 杨威利）约千名香港青年 20 日齐聚广州，在

感受广深港高铁的快速便捷后，兵分五路参观广州、珠海、佛山、中山及江门等大

湾区城市，深入了解大湾区城市的发展。  

当日，「四海一家·感知大湾区」青年交流活动广州方向的参观者聚集在广州市城

市规划展览中心。现代化展厅以 LED 屏幕、「透光混凝土墙」、精细模型、动态

长卷及全域沙盘等不同类型手段，讲述千年广州的辉煌，也勾画出城市发展的未来

蓝图，引得众人纷纷拿起手机拍照或自拍「打卡」。 

 展厅内 1600 平方米的广州全域沙盘模型以 1 比 3800 的比例浓缩广州全景，配合

全新打造的城市宣传大片，吸引众多香港青年的注意力。中华基督教会冯梁结纪念

中学学生林嘉铭感叹，在此之前虽然已经知道广州很发达，但当广州塔、亚运建筑

及大剧院等一系列世界知名建筑同时呈现在眼前时，才知道原来广州如此发达。  

他又对记者说，作为中五学生已开始面临升学选择，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悠久、学历

广受认可，他非常喜欢。此次交流活动中他还听取了一些前来大湾区创业的香港前

辈青年的成功经历，让他备受鼓舞。他认为创业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但他们很好地

抓住了一个机遇，便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未来若有机会，他也希望前来大

湾区创业。  

纪念中学的老师曾瑞荣表示，此次带领 18 名中四、中五修读商科的同学参与活动，

是希望他们对大湾区城市不只是有一个基础、模糊的概念，而能够实质地知道大湾

区内的基建设施、配套支援、升学就业创业机遇甚至房屋政策等，这些对学生而言

非常重要。  

据悉，此次活动由香港新家园协会举办，其品牌项目「四海一家」自 2015 年举办

至今已资助超过 9000 位香港市民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交流。新家园协会董

事会主席许荣茂表示，国家的快速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为港澳青年提供大

好的机遇，希望港澳青年积极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开创美好前途。 



 

 

 

 

 

 

 

 

 

 

 

 

 

此媒體報道統計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