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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鄉情傳天下 客家故事續傳奇

港客家千人團訪梅州尋合作
何靖：旅港鄉親是宣傳員推廣員
活動期間，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在致辭中表
示，香港梅州社團總會自成立以來，緊密團結在
港各梅州社團和廣大旅港梅州鄉親，堅定支持香
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廣泛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為推動香港繁榮穩定、促進港梅交流合作作出了
積極貢獻。
何靖希望旅港鄉親在此次交流活動中用眼、用
耳、用心在梅州尋找前輩的歷史足跡，尋求未來
發展的新任務，期望香港年輕人能通過感受家鄉
梅州的新變化，了解內地改革開放成就，感受祖
國發展，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化大平台，當好一
名 「宣傳員」 「推廣員」，講好家鄉發展故事，
讓世界了解梅州。
香港千人交流訪問團抵達梅州

【香港商報訊】記者廖洪浩、李苑立 通訊員梅宣報道：人間四月芳菲盡，梅
嶺山下花盛開。穀雨時節，一千多名香港客家鄉親在香港梅州社團總會的組織
下，於 4 月 19 日抵達梅州，帶着 「尋找家鄉的故事」 的桑梓情懷，短短 4 天之
中，他們的足跡遍及梅江、梅縣、大埔、平遠多地，尋找家鄉的商機、家鄉的故
事和家鄉的美景。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深入實施和梅州即將迎來高鐵時代，
此次千人之旅也將升溫港梅兩地的交流與合作，讓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邁向新台
階。
攝影/何森垚、湯偉青、何志林
訪問團主要成員與梅州市領導親切交流
此次活動由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擔任總顧問，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梅州社團總會主席梁
亮勝擔任總團長，共有一千多名成員訪問梅州。這當
中有許多客家年輕人是首次來到梅州，家鄉的山山水
水、人文史跡，讓他們既感受到故鄉親情的溫馨，也
加深了愛國愛港的情懷和建設好大灣區的信心。

鄉音未改 以「客」為榮
21 日清晨，嘹亮的國歌響徹耳際，參與《光輝祖
國》MV 錄製的部分香港 「薪火力量」青年團團員匯聚
在梅州客天下的升旗台前，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行
注目禮。錄製尾聲，在 「我愛我國家」的高呼聲中，
團員們滿腔愛國情、自豪感噴湧而出。
在參觀過程中，這批香港青年為世界客都美景着
迷、為梅州賢哲驕傲、為家鄉發展成就點讚。義工骨
幹團團員、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副會長熊相粦已有 80 歲
高齡，一口純正的家鄉話依然流利。 「我始終為自己
是客家人、梅州人而自豪！在家中，我要求孩子學會
講客家話，永遠記得自己是客家人，來自梅州。」熊
相粦笑着說，在他的影響下，不少香港本地朋友也學
會了客家話。
45 歲的青年團副團長侯小蓮定居香港已有20多年，她告
訴記者，自己的兩個孩子都會講純正的客家話。 「
無論旅
居世界哪裏，客家人都發揚着吃苦耐勞的客家精神，我以
家鄉為傲，以客家人為榮！」侯小蓮自豪地說。

山清水秀風光好 旅遊發展正當時
會員鄉親團行程的第一站來到了平遠縣長田鎮百花
爭豔的曼佗山莊。一下車，團員們被 「花的海洋」擁
抱，盡情地享受景區怡人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氣。第一
次來平遠的鍾妙玉感歎道，此前總喜歡去國外旅遊，
沒想到家鄉就有如此田園美景。這是一個很適合居住
和旅遊的地方，以後還要帶着朋友來。
會員鄉親團團員、源發（香港）企業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鍾振康說，等高鐵開通後，梅州將與大灣區城
市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香港來梅州旅遊、養生
就更方便了，這也給梅州發展全域旅遊帶來無限商
機，他要把這個好商機告訴更多的香港朋友。

熱土引才俊 歸雁報桑梓
在梅州茶田，望着滿山的青翠，訪問交流團團長、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志明感慨地
說，此次訪問交流團有很多青年企業家、海歸人才，
希望有機會參與家鄉經濟建設，看到這麼好的自然生
態環境，讓他們的信心倍增。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主席謝海發與 33 位金融、會計、文化推廣等領域的
青年創業家此次來梅州，在座談時，多次表達希望找
到合適的項目來梅州投資。
當晚，梅港青年大型聯歡活動——篝火晚會在梅州
客天下客家小鎮舉行，隨着熊熊的篝火，兩地青年高

化；技術事實查明體系基本建立；核心專利技術、
網絡著作權、馳名商標的保護力度進一步加強；更
加注重公平競爭保護；嚴厲打擊知識產權刑事犯
罪；侵權賠償數額進一步提高；民營企業家、中外
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平等有效保護等特點。
隨後，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庭長卞飛發布了深圳
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訴武漢元光科技有限公司等
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深圳微源碼軟件開發有限公
司與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糾紛案等入選 2018 年度深圳法院知識產權十大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樺 通訊員劉鴦凌、毛麗麗報
道：22 日，全國首張通過 「區塊鏈+AI」平台辦理的企
業營業執照在黃埔區政務服務大廳順利發出。申請人
在微信小程序上一次錄入、一次申辦，即可同步完成
企業開辦涉及的營業執照、刻章備案、銀行開戶以及
稅務發票申領。
記者了解到，近日，黃埔區利用 「區塊鏈+AI」技術
試點上線 「商事服務區塊鏈平台」，率先開啟了 「全
天候、零見面、一鍵辦」的企業開辦服務新模式，申
辦時間大幅減少，企業開辦更加便利。
據了解，以往各業務系統相對獨立，形成傳統的跨

部門、多窗口、排隊辦理業務模式，企業 「多頭
跑動」問題難以解決。現在一個小程序就能讓申
請人足不出戶實現各個事項 「一鍵辦理、一次提
交、一天辦結」，探索 「一次不用跑」的行政審
批服務改革，推行全程 「全天候、零見面」企業
開辦服務。
通過 「微信小程序」在線申辦， 「人工智能」全
程輔導， 「菜單點選式」信息錄入，大幅減少填報
內容，縮短填報時間，避免重複提交。將企業開辦
各環節原來的 140 多個 「填報項」壓縮至 20 多個
「填選項」，信息填報量減少 85%左右，填報時間

梅州優美的生態環境令人流連忘返
呼 「我是客家人，我愛梅州！」在一片歡聲笑語中搭
建起一座情誼橋樑。
「通過跟梅州青年交流後，增進了我對梅州甚至國
家在營商環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了解。」 「薪火力
量」青年團團員、樂信藥業貿易有限公司銷售及市場
副經理胡俊境表示，香港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
如果梅州能發展一些康養產業和減壓休閒旅遊項目，
成為香港人的度假 「
後花園」，前景大有可為。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也表示，下一步將邀請梅州青年
到香港等城市參加大灣區活動，建立一個溝通交流的
平台，讓梅港兩地青年進一步加強互動，共同為大灣
區建設貢獻青春力量，助推大灣區建設邁向更高台
階，書寫新一代客家年輕人與家鄉的新故事。

典型案例。
2019 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也是深圳建市 40 周
年，深圳法院將進一步加強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建設，
建立集知識產權案件網上受理中心、互聯網調解中
心、快審中心、精審中心四位為一體的現代審理模
式，推動存證、固證、示證證據體系變革，導入技術
比對、微表情等新興技術，持續改進技術調查官、示
範判決機制等微創新，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義，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營造國際一流
營商環境提供堅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黃埔首發 「區塊鏈+AI」 企業營業執照

鄭澤傑畫展廣州美院舉行
【香港商報訊】鄭澤傑畫展將於 4 月 28 日－5 月 5 日在廣州美術
學院展出，此展由高劍父紀念館、雲浮畫院、廣州書畫名家藝術促
進會、蓬萊軒美術館主辦，梅社書畫院、文化參考報藝術周刊等單
位協辦。
鄭澤傑，號傑堂，天遠樓主人。1971 年出生於廣東潮陽書香世
家，9 歲習書法，15 歲習畫、治印，拜嶺南畫派大師歐豪年門下。
現為美國金山印社社長，三藩市中華藝術學會副會長，中國畫學會
（美國）副會長。廣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珠海印社副社長，美國
「
宗漢樓」畫廊創始人。
鄭澤傑擅長畫山水及書法篆刻。他熱愛大自然的壯麗河山，在他
筆下的一山一石，一水一雲等，近看氣勢磅礴，遠看靈動飄逸，給
人一種雄渾、秀拔、豪邁之感，透發出大自然的浩然正氣。令觀者
有身臨其境和心曠神怡之感。
鄭澤傑拜嶺南畫派第三代大家歐豪年為師，精研詩書畫印，同時
把傳承中華傳統書畫藝術為己任，在美國推廣宣傳。
華文

梅州市委書記陳敏在致辭中代表市委、市政府
對香港梅州社團總會訪問交流團來梅州表示熱烈
歡迎，向一直以來鼎力支持家鄉建設的旅港鄉親
表示衷心感謝。他說，全市上下正深入貫徹習近
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省委書記李希來梅調研講話要求，舉全市之
力融入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造大灣區最美
「後花園」，打造宜居宜業宜遊的 「世界客都‧
長壽梅州」。
陳敏希望廣大旅港鄉賢 「衣錦好還鄉」，帶着
感情、帶着朋友、帶着理念、帶着項目回鄉投資
興業，尤其是希望廣大青年才俊能傳承父輩優良
傳統，常回家看看，更多地認識梅州、親近梅
州、遇見梅州，搭建更大的發展舞台，成就一番
事業。

梁亮勝：建好大灣區的「後花園」

深圳發布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白皮書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22 日上午，深圳
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 2018 年度深圳
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皮書和 2018 年度深圳法
院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白皮書和典型案例首次以
中英文雙語形式發布。
會上，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胡志
光發布了 2018 年度深圳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
皮書。他介紹，2018 年深圳法院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工作呈現出受理的案件繼續保持高位運行態勢；知識
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案件繁簡分流改革繼續深

陳敏：歡迎青年才俊來梅州投資興業

縮短至 15 分鐘之內，實現企業開辦 「隨時可辦」、
「人人會辦」、 「
一次辦成」、 「
一天辦結」。
利用區塊鏈技術，並通過對接公安部的身份認證
平台（CTID），建立可信的數字身份信用體系，有
效防範 「被法定代表人」、 「被股東」現象。打破
信息壁壘，提高電子數據使用效率，實現身份信息
「
一次認證，全網通辦」。
應用可信地址鏈，防範虛假地址和違建地址登記
註冊，使地址 「白名單」 「黑名單」有據可查，使
「雙隨機、一公開」具備數據支撐，實現 「信息共
享、監管有據，執法留痕」。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訪問交流團總團長、全國政
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主席、絲寶集團董事長梁亮勝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四年前他組織了第一批
「尋找家鄉的故事」交流訪問活動，把香港年輕
人帶回家鄉，培養他們對家鄉、對國家的熱愛之
情，為維護香港的和諧穩定、促進國家的繁榮發
展貢獻力量。現在，這個活動已推廣至廣東省 21
個地級市，成為了香港社團一個愛國愛港的品牌
活動。
梁亮勝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梅州發展的有
利契機，高鐵建成後，梅州與大灣區城市的距離
便更近了。此次活動邀請了一批香港青年創業家
商會的年輕人，希望他們多了解梅州，增強與梅
州的感情，未來能夠投資梅州，將梅州的好山好
水建設成為大灣區的 「
後花園」。

粵一季度外貿下降1%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 通訊員呂丹報道：據
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統計，今年一季度，廣東省外貿進
出口總值 1.55 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 1%，同
期 全 國 增 長 3.7% ， 佔 全 國 比 重 22.1% 。 其 中 ， 出 口
9260.2 億 元 ， 增 長 1.8% ； 進 口 6221.2 億 元 ， 下 降
4.8%；實現貿易順差 3039 億元，擴大 18.6%。
廣東今年開年第一季度外貿進出口出現小幅下降，
而且月度進出口增速波動較大，3 月開始企穩向好。
受春節因素影響，1 月和 2 月廣東外貿大幅波動，但進
入 3 月後，廣東外貿進出口 5587.3 億元，增長 3.8%，
環比增長 55.7%，外貿進出口基本企穩。其中，3 月出
口 3326.3 億元，增長 12.6%。不過，受 4 月 1 日起降低
增值稅稅率影響，企業進口節奏明顯放緩，3 月進口
2261 億元，下降 6.9%。
當 季 ， 廣 東 省 對 美 國 進 出 口 1750.4 億 元 ， 下 降
5.7%，美國退居廣東省第四大貿易夥伴。但同期，廣
東對歐盟和日本實現正增長，分別取得 1945.8 億元和
1026.5 億元，增長 14.3%和增長 4.5%。此外，對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3579.2 億元，下降 0.3%。

3D 腹腔鏡無痕切除術
挽救胃癌「留守父親」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 通訊員孫鵬、李景文報
道：64 歲的老趙獨自在湖北老家生活，子女們都在廣
州深圳打拚，不願給子女添麻煩的老人胃疼近 4 年，
一直在鄉鎮衛生院拿藥吃。近日，他進城看孫子時，
細心的女兒們發現他經常胃疼到臉變形，帶到醫院一
查：胃癌。
「我們第一時間是想去廣州大醫院排隊，網上查了
又查，發現家門口有個 『國家級』腫瘤專科醫院。」
家住深圳龍崗區的二女兒說。更沒想到的是，國家癌
症中心的 「外科天團」在協助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
院深圳醫院學科建設，胰胃外科田豔濤教授親自主
刀，用最先進的 3D 腹腔鏡技術為患者行胃癌根治術，
結直腸外科王錫山教授將標本從肛門取出體外完美收
官，兩位大咖 「雙劍合璧」完成一台堪為教科書的手
術。老趙術後第二天就能下床走路，兩周後（4 月 18
日）紅光滿面地出院了。
「這台華南地區首例經肛直腸取標本全腹腔鏡遠端
胃根治性切除術，不僅體現了腫瘤防治 『國家隊』外
科的一流水平，更重要是將手術精細化、微創化、快
速康復的國際前沿治療理念帶到深圳落地生根，讓患
者用最小的創傷換取最好的治療效果。」中國醫學科
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院長王綠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