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辛丑年正月廿六曰

2021 年 3 月 9 曰（墨期＝）

03 蠍濤亶菓薑貸如何暈省利息
06 驅膏臭貪：圖村藁具害家菜
07 蓄潽可專千年石睏

06 七星岩褫花島別有涓天

靄

www.thegbatimes.com

隔周星期二出版

Greater Bay Area Times

訂閱專線：

|

27969228

o ==-

......交瀘（．瀟） ．。

。曰「 ''IF....,.mo··

內1I!!臟較昭収 一一
漼＇
`,,, _ d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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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收生計劃」 月中截止報名
學友社諮詢熱線服務助解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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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參釩北京交通大學。

為學生提供方便兼減少靨力，報讀生與

年俱增。據「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資料顯示，

2020 年報名人數有

3993 人，比對上—年增加約 14% ．社會
動亂及疫情，收生未跌反升。報讀生第
—志願前三家大學，依次為中山大學丶

暨南大學和復旦大學；最熱門的第—志願
學科，前五位依次為：金融、薔學、工程丶
語言及新聞傳播。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為鼓勵學生北上
學習、就業、創業甚至創科，推出不少

優惠政策·其中「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
劃」，就是資助在指定的百多所內地高
校絛讀學士學位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香

---～－
J ，一
'

', ，次，··...．·

,

.,..

·學友社執行總監陳凱茵談升學。
丶

年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的頡勢顯

港學生。 2020/21 學年通過入息審查的學

生，每年最高可獲港幣 16,800 或 8,400
資助；「免入息審查資助」合資格學生．

報讀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海外發展．投

每學年可獲港幣 5,600 定額資助。

身外國商業及金融機構，以自身對國情

「學友社」自 2012 年起，獲教育局

內地方面，對港澳生的優惠亦與時

的了解．協助開拓中國市場、報讀外國

委託擔任「文憑試收生計劃」指南的顧

並進。現時，港澳學生之學費、醫療保

硏究生課程。香港方面．政府機構對持

問及編輯工作。 2021 年最新一屆「計劃」

有非本地院校所頒授學歷的人士申請公

指南，內容包括內地升學概況、文憑試

制，暫未能直接在港取得執業資格。

近 著。香港教育局「 2019 年中六畢業

障等方面，在同等條件下與內地學生享
同等待遇，可申請獎學金。特等獎每年

務職位，會按既定程式．就有關申請安

收生計劃詳情及策咯、各參與高校的介

生出路統計調査」顯示：非在本地升學的

人民幣 8,000 元（下同），一等獎每年

排學歷評核。不少中資機構在香港設立

紹、畢業港生出路等等。陳凱茵表示：「計

學生中．有近兩成半選擇到內地升學．

6,000 元．二等獎每年 5,000 元、三等獎

分公司，而香港金融機構亦積極於國內

劃招生」將於 3 月 20 日截止報名。該社

位列第一。雖然近年文憑試考生持續減

每年 4,000 元，另外，各校亦有獎勵計

開展業務，亦需要熟悉國情的員工。專

已設立一條「學生輔導熱線」 2503

少．但每屆高中畢業生仍有約五、六萬

劃。

業資格方面：可申請成為註冊會員並取得

跟進工作。服務時間為每周一、三、五

香港專業資格。但社工、獸畸、護士丶

晚上七至九時．歡迎諮詢。

人．存在龐大的升學需求。將於本（三）

方便及優惠政策·令到內地升學港

月二十日截止報名的「香港中學文憑考

生減輕不少壓力．但學成後的學歷證可

試學生計劃」（文憑試收生計劃），是香

及出路問題怎樣。

港學生到內地升學途徑之一。

陳凱茵表示：．．根據

目前，香港學生報讀內地大學本科

特別行政區政府教

（涉 127 所院校）、「港澳台僑聯招試 J （涉

育局於 2004 年簽署

366 所院校）及內地 6 所院校的獨立招

《內地與香港關於

生。「文憑試收生計劃」，是國家教育

相互承認高等教育

部委託「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

學位証書備忘錄》·

「學友社」執行總監陳凱茵介紹説：文憑

兩地院校在升學銜
接上正式互認學士

試收生計劃，是讓香港學生可以香港文

學位及以上之資

憑試 (DSE) 成績免試直接報讀內地高校。

歷。＂學位互認，

沒有應考文憑試或成績未達標的同學，

港生肆業後可在內

可透過應考入學試，報讀「港澳台僑聯

地、回港及向海外

招試」及個別院校獨立招生。

發農。在內地，可

「文憑試收生計劃」直通車收生，

＊灣屬B言贓

成城

國家教育部與香港

課程，有三個途徑：「文憑試收生計劃」

心」在港收生。作為計劃全權諮詢機構丶

法律等，因兩地現時未設有任何互認機

3399

加入內地各類企業、

．學友社服務學生輔逞熱線。

．社會創新青年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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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積樸推廣疫苗注射後，新冠疫情已

為社會的人才精英。香港回巋，背靠祖國靈

見噩步受控，不同匾瑊興國家的社會、鑠濟

展空閆大了，升顯的躉鑭亦多了·加上國家

活勳關始漸次恢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

尉香港學生的升學支持安排，接受高等教育

學文憲嶋生計劃」亦如期展關。本報今期困

的蠣會從而大幅增加。
今年，是國家「十四五」綱劃關肩之年，

「計劃」專疇輾道，希望藕「亭友社」的訪
問介紹及資訊·令莘莘嶋子對「計劃」增加

總濟發展將有新的面醜·粵港濃「大灣區」

認知；新鸝年報讀生，亦可噩迴「鸝友社」

鶿設也箭在弦上，造入實誨隴段，為青年 A

之蘸鏮諮詢·解決一切升亭疑蘸。

搗供更多雄蜃才熊的靈蜃空間，實環自彧自

知識、人才是社會靈展的至關重妻因素，

縹和璃懣。因此，從璣在起膺努力掌鑭璣代

而今曰的青年人逼遏嚀警和努力，不日將成

的文化知識，為這鷹曰後靄康打下良好墓礎。

通過部、省共建，中山大學已經成為－所國內

－流、國際知名的現代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

具有人文社科和理醫工多學科的厚實基礎，不

斷追求學術創新與國際視野開放辦學。學校堅

持立德樹人，以「德才兼備、領袖氣質、家園
情懷」為培養人才目標。並以「面向學術前沿丶
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國家和區域經濟
社會發康」為導向。
中山大學目前在校的港澳台學生逾 1,500

人，並成立了港澳台同學部。學生在學期間．
學費住宿費等都與內地學生—致，學生每年也

可參加國情考察活動．深入瞭解內地政治經濟·

歷史文化等．學校亦為港澳台僑生設立獎學金。

復旦大學 學生牖業率嬴

於 1924 年創辦，是中國教育部直屬高校。

暨南大學 至拼隘圉－呂i心
i

中山大學 因西巴．EF 回

中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ty) 由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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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 Fudna University) ，創逮於
—九零五年。擁有：哲學、經濟學丶

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丶
醫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1 個學科門類，

是也界知名、國內頂尖的綜合'|生研究型大
學。亦是國家「雙—流」建設高校之— o

每學年有 6,800 多門諜程供選擇英語課程

覆蓋絕大多數專業。學校於 2020/2021 年
時的 QS 也界大學排名，位居世界第 34 位丶

亞洲第 8 位、內地第三位。 2020 年度全球
畢業生就業能力排名全球第 29 位。

·暨南大學。

艮先南大學 (~inan University) 創辦於 19O6 年。

旱有「華僑最高學府」之稱，是國家「雙－

流」建設高校，也是廣東省高水準大學重點連設

高校。學校積極貫徹「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
的辦學方針。自鋰校以來，共培育了 170 多個國

家和港澳台地區共 30 多萬人。其中畢業港生超

過六萬，堪稱桃李滿天下。
學校設有全英語授課的國際學校，開設的各

類專業課、專業基礎課及公共課（漢語課除外），
均採用英語原版教材。另外，學院實行標準學，

塊時亦開設了 8 個本科專業，包括：國際經濟與
貿易、會計學、金融學新聞學、臨床醫學、蔡學丶

復旦大學於 2006 年開始招收香港學

生。被錄取的優秀學生，可申請每年 3 萬

元的李兆基獎學金或滬港聯合姚祖輝獎學

金。近年來，學校錄取的香港學生，主要

就讀於經濟、管理、新聞、中文、法學丶
醫學等專業大類。

食品科學與工程，以及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學校積極開康國際交流合作，己與 60 個國

家和港澳台地區、合共 395 間高等學府和文化科

研機構，簽訂了學術交流合作協定。每年亦選拔
數百名優秀學生到國外大學交流學習，在香港及

澳門分設有辦事處，並在香港設立教育基金會。

．中山大學。

收費也開大陸醫院嘅先河，睇普

元，雖然不算很多，

通科收二百元包診金及—周期的票

但也算可以享受到

物，睇其他科，診金一百，票物開多

一點福利。

少收多少，明碼實價。一般常用嘅麯

香港人咻灣區睇醫生，最大嘅問題

對於有長期病患嘅香港人，以前

物唔算貴，例如給膽固醇病人嘅瑞舒

係沒有醫保，無論在小診所或

要隔—段時間圄香港取蔡，或者委託

伐他汀鈣片或者阿托伐他汀鈣片，每

大聲院睇病都要付全費．如果係頭暈

工聯會東莞辦公處代為取蔡，也可以

粒 0.228 元及 0.315 元人民幣，價格

身熱嘅小問賾．通常—百幾十蚊就搞

唯港大深圳醫院取票，這樣便不需要

非常平民化喇 l

掂．但如果係大病或者要施手術．咁

過關那麼麻煩喇。

費用就無譜喋喇，少則—萬幾千，多

預約，各科嘅睇症期—目了然，而且

仲有－種收費更加盞鬼，叫做
．．手釙罰祈茵例打包收費＇

，共有六十七

項之多．即包括手術、住院及蔡物等

排期快，唔駛好似咻香港睇公立醫院

等費用，唔駛擴心打死狗講價．呢種

以就近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睇病，會

等咁耐，可以早睇病，早發現，早醫

收費亦係—種創新。小手術如小孩切

比在本地嘅醫院看病有不同嘅體驗。

療。如果老人家唔識用電腦或者手機

包皮，收費 3,370 元（人民幣，下

最受惠嘅系年滿六十五歲嘅長

預約，也可去琉場睇專科，咁就要碰

同）

者．可以使用醫療券付費，享受—年

運氣，如果唔可以即時睇到，亦可以

81,790 元。你點睇呢？

2000 港元嘅額度，可以支付診金及

現場排期。

檢查費用。由於醫療券每年有 2000

，大手術如肺癌切除肺葉，收費
正所謂：

專科診室內有大電視屏幕俾病人

港大管理創新多
收費合理無囉唆

元．未用完啲金額可累積至其後年份

睇到輪侯號碼，休息間比較安寧，入

使用，累積上限為港幣 8000 元．加

到醫生房後可以關門，其他病人不會

上政府在 2019 年額外向合資格長者

看到睇病情況，保護私隱到位。

柴灣阿叔

口。

如果住咻深圳或附近嘅港人，可

．有謩療券標志的專用窗

則十萬八萬，真係唔講得笑。

去港大醫院睇病，可以通過網上

．醫院大堂亢敞明亮

灣國生活J鼱
J瀟
l

港大醫院有套餐

發放—次性嘅 1000

．復旦大學。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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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希望在大灣區置業，甚至定居。
在灣區買樓，必須要注意的就是，

內地的房屋政策和香港對房地產的放任
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內地政府早已—再

購、限貸、限時禁售，都是防止樓宇被

考慮實際需要，自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息．要比香港的銀行高．以目前為例，

炒賣的主要手段。所以，在購樓之前，

珠海無疑成為港人置業的其中—個焦點，

現時內地銀行按揭息口約 5.4 厘，港澳則

必須先了解當地的限購政策，貸款成數

原因在於珠海環境優美，樓價相對深圳

是 3 厘多，相差兩點子，小數怕長計，

和自己的經濟實力，再決定購買與否是

便宜，城市規劃和管理出色，當然吸引

累積起來，是—筆相當的款項。

上策。

港人的目光。
珠海目前最新的房購政策是怎樣？

珠海目前房購政策

宣傳，房子是用來居住而不是用來炒賣。

可以先看看下面的説明

為了防止炒賣扯高樓價，中央政府定下

灣區的九個城市，各有特色，自己

了大原則，各地政府也根據自己的地方

適宜購買何處的房地產呢？當然要自己

特色，推出當地的房屋政策，其中，限

杀灭
新冠肺炎

99.9%

0

杀灭99.9%
病毒及细菌

安全无毒

型匿院迭用 I

• /m
可以消毒
空气

通过消毒
测试报告

韩國实验实证实

［能 3~0秒糸夾99.9％新冠肺返病毒

``｀`｀｀`zr.｀｀````｀4··"··一

H( TV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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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戶鱷：

開發房地產逾四十年，建設的樓很多，

1 、限購三套（以家庭為單位，婚前

有人説：「三個珠海人—人住華發」，

房產也算家庭房產，父母隨遷與子女

實屬不假。

算同—個家庭）。

目．其中被譽為珠海淺水灣的「華發綠

1 、高新區以及珠海大橋以西（斗門區

洋灣」，位於唐家情侶路上，距港珠澳

和金灣區）限購—套—手或二手房，

大橋口岸約 45 分鐘車程。公司銷售主管

不需要社保納税證明。

Paul 介紹：綠洋灣單位面積由 59-75

2 、市區限購—套—手房或二手房，不

住宅公寓至 300 而俯瞰海空之別墅。計

需要社保或納税證明。

劃中的深珠通道通車後， 30 分鐘直達深

High Level Disinfectant Sol u tion
卫-至謚2 · 仝写瑨

3 、橫琴限購—套—手房或二手房，不

圳「前海」，不但位置絕佳，樓價相對

需要社保或納税證明。

便宜。現時綠洋灣樓價每平方 2.8 萬起，

港澳人士：

比深圳前海是每平方 8 萬元起便宜得多，

1 、澳門人士，珠海無房的人除了在

所以很受深圳人熱捧。

兩套房。

2- 已 編己土·瑒

守9语hop

港澳总经销商

Jaydenbaby Products Ltd.

美滴乐获国际认证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欧盟手术室认可消毒剂
• 通过TRA毒理测试报告
www.medilo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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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可以購買—套住宅外，還可以在

澳税，橫琴口岸 24 小時通關，香港澳門

金灣或斗門再買—套住宅，以家庭為

單牌車無須兩地牌，—年可多次往返等

等，都是賣點，但此處樓價則屬珠海區

兩套房。

最貴，每平方米要 4.5 萬元起，未必人人

高層次人才：限購—套，在全市範圍

願意花此高價購樓。華發在橫琴有新樓

4II 臼｀ II 巴巴，

「天啟」，另與橫琴本島—河之隔十字
門「華發琴澳新城」，也是發康中的大

即七成按揭，鬱房貸紀錄但無房產的

型國際商業住宅區。

只按六成，有—套房未供完，則新購

琴便宜，目前約 3.2 萬元—平方，所以頗

房只按五成，有兩套房以上不予貸款。

「新城」樓價比橫

為搶手。

限售： 2017 年 4 月 8 日之後購入

目前港澳人士購華發樓，尚有—個

的立商品房，在房產證到手曰計，三

好處，因「華發」不但提供辦證等等—

華發置業可港澳按揭
巨 (C

港人港税、澳人

單位。香港人士夫婦可以在珠海擁有

年內不准出售。

量 益惡戇，0~ DRUG KFO/\.•
一～ •_＿...

橫琴金融島較吸引港澳居民，還因
橫琴新區獨有政策

限貸：無貸款紀錄的首期 30% ·

4£ Medilox

，空間更為廣闊。

2 、香港人士，珠海無房的人除了在

內無需證明。

ebay

m2

稱為「保十琴」

Medilox~s
30 丕 0 回 99 . 99% 謚己

華發目前有幾個項目，都比較受注

外地戶籟：

單位。澳門人士夫婦可以在珠海擁有

十

霎 Mall.

，華發隸

屬龍頭國企「芋發集團」旗下，在珠海

金灣或斗門再買—套住宅，以家庭為

上蝨

销售网店

如果在珠海購樓，最有實力的地產

公司之—自然是「華發地產」

不含酒精、
刺激成份

竺計手了言］
｀鱭；Il·u,。貴

—些實力不足的公司，更易出事。

至於—般人最近聚焦的橫琴，今曰

TC5ma n ,'

-＝=＝-＝=＝辶勺～＂

會發生地產公司出問題的新聞，尤其是

已融入保税區、十字門大片區發展，被

::. 昌

邑差．

房公司的實力及管理。內地買樓也經常

0%

三三－三子一

~-

記者更新了珠海買房政策。

另外—個比較多人擔心的就是，建

市區可以購買—套住宅外，遠可以在

｀．＂也一'

王

2021 年珠海買房，落戶政策如何？

限購政策

Medilox® 美滴樂

-l-lll=J

·華發「天啟」煙花景。

·橫琴與澳門－河之隔。

、左著大灣區的宣傳普及，港人開始對

銣此有所了解，並引起了不少港人的

在灣區購樓，很多人覺得比較多考
慮的就是選擇銀行，內地銀行的貸款利

條龍服務，而且更提供港澳銀行按揭，
購樓者在利息上可省下—筆。

朱海通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構
成任何促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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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屬Bi 蓴艮

農曆辛丑年正月廿六曰

廣東的名牌學生課外活動
代的學生家長，都非常重視子女課外活動，特別關

王見心子女就讀學校在課餘會提供那些課外活動。

放飛模型飛譏，在內地的學校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外

活動之一，這種課外活動，不僅是課餘玩玩，目前已發展
成－種競技，有省級、市級的比寰，也有全國性的大賓，
學生選手也可參與其中，成績好的甚至可以成為世界性賽

事的選手。廣東省在這一項諜外活動比賽中，在全國名列
前矛。大灣區的很多學校，都設有模型飛譏放飛活動，很
多輔助老師，都是教錬級運動員。

模型飛楓放飛分很多種，有遙控、橡筋動力、紙摺丶

直升襪、火箭等等，多采多樣。

．橡筋動力飛機。

附圖是最近在廣州增城槭場的－次放飛活動，老師教
練帶領學生造行放飛訓錁。

攝影：黎旭揚

青嶇尋賓

封開杏花三黃雞貢品揚名已千年
浮弋人喜歡食雞，已是大家公認，由大小節曰的宴席

腳細、頸細，兩短：頸短、身軀短。此種雞以肌肉豐滿丶

／巳到普通聚餐，基本上是無雞不歡。説起各種名雞，

皮薄肉嫩、皮下及肌間脂肪分佈均勻而馳名。

更是唧唧上口，不過，問起港人廣東省的名雞你知否？
相信很多人又會被考起。

食客形容杏花雞為玻璃皮、蔗渣骨，即皮夠薄，
骨夠脆，而且，由於走地飼養，當地雞農民將其放養

廣東三大名雞，其中之—就是今天講的封開杏花

於溪邊竹林下，或山上松樹下，常以野草蟲蟻餵食，

雞，此雞屬廣東省名特優新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被

所以，味道特別鮮美。此雞食法多樣，而最為人讚的

政府列入量＇粵字型大小 "2019 年縣功能變數名稱特優

食法是白切雞，把雞放於 90 度的水中浸至剛熟，然後

新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百強。

白切，此時雞隻皮呈金黃色，油光閃亮，吃起來有清丶

杏花雞，原來已有千年歷史，而且，歷來是貢品，

－＼ 據記載，早在唐朝，封開出了個狀元、首魁狀元莫宣

杏花雞屬於「走地雞」

，雞農都是野生放殖，

此雞雞種不大，有其特色，稱之為三黃雞，所謂三黃，
即咀黃、毛黃、腳黃，除三黃之外，尚有三細：頭細丶

至於在市場上挑選杏花雞，可以根據以下特徵來
辨別：體型小，身體小；頭小腳小，毛色為米黃色，

頸部毛色深過背部，羽部有黑色斑點，體態清秀。
圖片取自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

」＿

｀、
辶

骨。

耐· 朝，杏花雞仍是運京進貢的廣東雞。

要試試杏花雞倒是此言不假。

的菜餚，玻
璃皮，薰渣

鎏、雞在千年前就名聲大噪，成為朝廷貢品，—直到清

有人講，去封開，如果沒有吃過杏花雞，等於白
去，此説雖然有點誇張，不過，有機會去封開，—定

.＝一黃雞做出

卿，把家鄉的封開杏花雞帶到京都呈上，讓封開杏花

鮮、甜、爽、骨香之感。

灣區畸 1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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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廣東港澳居民突遇困難

區

＊．鼴畸蓴

農匱冒 弓芒壬t勻三 IEFtt'｀曰

受能力，導致基本生活—定時期內出現嚴重困難的家
庭。急雞型救助物件，是指因突發急病．遭遇火災、交
通事故、意外傷害，家庭成員突發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
特殊困難等原因，導致基本生活暫時出現嚴重困難、需

省府明確可申請緊急援助

要立即採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個人。

《辦法》更首次把家庭暴力或監護侵害列入急難型
救助物件．適用臨時救助緊急程式。

《辦法》提出，對於支出型救助申請．申請家庭在

严東省政府又有新猷，公佈在廣東省居住的港澳居

定後符合條件的給予臨時救助。非本地戶籍且無法提供

申請之曰前 12 個月內家庭人均月收入，原則上不超邋
統計部門公佈的上一年度當地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袁民．如果遭遇突發困雞．可以向經常居住地或困難

有效居住證明或個人身份資訊的，縣級以上民政部門丶

發生地提出臨時救助申請。廣東省政府官方網站 2 月發

救助管理機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兒童福利機構

入。此外，臨時救助人均標準原則上不低於當地兩個月

佈了《廣東省臨時救助辦法》

可按生活無著人員救助管理有關規定提供救助。

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辦法》）

，明確認定

《辦法》指出，臨時救助物件會根據困雞類型分為

此項政策。

《辦法》明確．在粵居住的港澳居民遭遇突發困難的·
可向經常居住地或困難發生地提出臨時救助申請，經認

支出型救助物件和急難型救助物件。支出型救助對象．
是指因教育、醫療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

届－
粤 新 ～向港溴人材招手。

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港 區尸
澳 成 新區：；：：：：亻；二［亡瓢°標到

寅最近印發了《廣州南沙新區創迪國際
才特區實施方案》，提出如何把南沙

2025 年，該區要在國際化人才特區創建工

專人

小額臨時救助．即金額不超過當地 2 個月城鎮最低
生活保障標準的·縣級民政部鬥可以委託鄉鎮人民政府

作取得顯著成效，人才發展重點領域和關
鍵環節改革實現重要突破，開放創新的人

業 才 ：：：｀：严：：；濟龘蠶；；：
人 中 ：：：:;：二二~I~;二

（街道辦事處）直接審批發放。

港府將增撥款助旅發局

才 心高地。

設的重要支撐和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集眾新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全球

繼續推動本地消費氣氛，及持續

的旅遊業都大受打擊，香港

為業界提供支援外，亦希望吸引

當然亦不例外，旅遊業猶如一潭

旅客在旅遊重啟時，立即選擇來

死水。隨著疫苗的出現．各地都

港旅遊，並能長遠重塑香港旅遊

期望可以使疫情受控．旅遊業亦

形象，吸引高端客

得以振興。特區政府在今年的財

群。

政預算案之中，亦特別加撥 7.6

有關的額外資

億元予旅發局，用作加強推廣旅

源，旅發局初步計

遊。

劃用於三大方面：
＊帶動本地消費

區內旅遊競爭將前所未有劇烈．

氣氛，為本地旅遊

因此旅發局需要加大推廣．以保

提供支持。

彭博士表示，旅發局已經制
訂短至中長期的策略重點，除了

吸引高端客群。
持續造行的工作
＊透過提升資助計劃，及

資助業界參與活動等，協助旅遊

業界盡快恢復業務。

•

＊舉辦大型活動及支持城中盛
事，維持香港的國際嚗光。

＊當跨境旅遊陸

持香港的競爭力。

續重啟時，進行大
型推廣吸引旅客，

·在疫情打擊下，金紫荊廣場的熱鬧場面已不再。

東莞石龍成通中歐貨運要道
市場霈求旺貨運列車密密開

理改革試驗，另外—方面，則要建立具有

「中國新聞網」報導．今年 2 月 26 曰．東

競爭優勢的人才引進培養機制，特別提到實施港澳人才專項

莞石龍開出了第 50 趟中歐列車．車上

支持計劃，支持港澳青年到南沙創業就業，加快集聚港澳專

滿載廣東製造的優質產品·火車經十六天的行車．

業人才。支持南沙結合重點產業發誤需求制定實施差異化人

終站為俄羅斯的沃爾因諾站。同去年同期相比．

才戶麵政策，發揮戶簷政策對人才引進集聚的激勵導向作用，

今年列車開出增加了 600% 。

方案亦提出，要做好創新人才聯合培養機制。重點推追

＊全面審視香港旅遊品牌

及定位，重塑香港旅遊形象，

短期策畸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博土對此

表示歡迎．他預計當疫情減退後．

方案要求，要深入開展國際化人才管

全面引進發展所需各類人才。

中長期策略

三大方面吸引遊客訪港

配的、富有活力的人才隊伍，人才貢獻率

才特區，成為南沙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建

推動香港旅遊業復甦。

據有關報導，今年大灣區的中歐列車在新春

期間·突破了往年春節停運的舊慣例．不停運轉．

比去年提前 73 天達到開行列數
滿 50 趟。春節過後，隨著企業、
工廠復工，對列車的需求更大，

大灣區的中歐班列持續高位運
轉。

目前，大灣區中歐班列已開通珠三角地區至

中亞哈薩克等國、俄羅斯莫斯科、白俄羅斯明斯
克、匈牙利布達佩斯、德國杜伊斯堡及漢堡、波
蘭馬拉舍維奇、立陶宛維爾紐斯等 11 條運輸線
路，形成穩定成熟的粵港澳大灣區－中亞－東歐－
西歐國際陸上物流運輸網路，為沿線國家源源不
斷送去廣東製造的高品質產品。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中國科學院大學、廣州學院等高校
建設，加快吸引和培育—批國際—流學者、學科帶頭人和高
水平創新科研團隊。
方案亦對創新人才跨境便捷流動機制、優化人才服務保

障等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展示發展

]

粤推出大灣區競爭政策

反壟斷競爭法深圳先行
严東省人民政府 2 月 28 曰印發《廣東省進—步推

寅動競爭政策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落地的實施方

法工作體制。
根據有關方案，將會組連由廣東省有關單

位和珠三角 9 市政府組成的廣東省粵港澳大灣
區競爭政策委員會·統籌指導競爭政策在粵港
澳大灣區廣東省區域的實施，研究擬訂有關政
策和指南，組織調查、評估區域性市場競爭狀

況，發佈評估報告和協調反壟斷執法等重要事項。

案》方案的主題是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工作，

同時，建立粵港澳三地競爭執法機構執法會商機制，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逮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提升粵

定期舉行三方會議，通報競爭執法重要動態、開展

港澳大灣區市場—體化水準，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

理論研討。

競爭力的—流灣區，推動高品質發展。
根據此—方案，將首先在深圳作為有關工作的

有關方案提出，在執行公平競爭方面同將會對
以往的—些規章制度加以簡化，方便港澳投資者造

試點·繼續爭取市場監管總局對深圳反壟斷執法部

入灣區，推進＇＇證照分離＂

分授權試點，加大委託深圳市市場監管部門開誤有

業開辦時間＂等改革，提升企業開辦便利化水準，

＂多證合—"

＇'壓縮企

關反壟斷調查工作力度，逐步完善廣東省反壟斷執

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區

食鑽大鵬

2021 年 3 月 9 曰（星期＝）

大灣屬Bi 輯艮

圍直U 葉與客家葉

這｀
彝酮邑
＾一 7三

農曆辛丑年正月廿六曰

更錬去看守。以往治安不好，

料與圍村菜比較起來，都是佔少的部份。而圍村菜很

當有人來打劫的時候，就會有

多菜餚都是用醬料補其味不足。
現今來説，很多人已經混淆了客家菜與圍村菜，

人敲鑼通知，讓—些更練及居

民出來去抵禦，保護生命及財

以為圍村菜就是客家菜。而另外其中分別，客家因在

在 60 年代，當時的香港發生了

產。每日的早上城牆大門開啟後，便會去到城牆外養

山區的緣故，所以梅菜扣肉的豬肉，也不用事先炸油，

—場工業革命。家庭手工業

魚、養雞、耕種。生活習慣就是早上外出，晚上入城

直放梅菜去吸取那些豬油。而圍村菜的豬肉則先經過

的大復興，有很多家庭向工廠取

內休息，所以稱為圍村。既然有養的雞、豬、魚，理

炸油的處理，不用那麼多油，只取少部份，然後有兩

物料，做—些大量生產但屬於手

所當然享用所生產的食物。所以圍頭菜中不時不食，

種做法，在豬肉中放粉葛或者芋頭。

工的工作，例如假髮、串膠花丶

不同的季節有獨有時令食品。如蠔的季節—般在九月

釘珠片，亦因而人人也賺到少許

過後，秋風起的十月，就會上市，—直至清明時節前，

錢，就希望能夠出去吃好些的。

也是蕎菜上市的時候。躋菜也是，如果在冬天就會吃

中，亦有

芥蘭和蘭蒿，夏天吃瓜果。因此圍村菜與客家菜是大

分為客家

大不同。

盆及圍頭

以往—般家庭都是烹煮廣東
菜為主，例如魚仔、蝦仔、蒸肉餅、馨類這些家庭菜式。
造就後段時間客家菜的興起。客家菜式裏面，因沒有

客家菜的名菜有沙薑鹽水雞、梅菜扣肉、炸大

海味和海鮮，大部份材料都是豬肉和雞肉，甚至下水，

腸、雜煲、肉丸、燉豬肉湯。至

即是豬的內臟、雞雜。而湯中，也沒有上湯，所以客

於圍頭菜中因為有海產滲入，以

家雜煲亦因而得來。菜式的價格相宜，適合當時興起

往有錢家庭的兩笏四缽菜式中，

的小家庭或者大家庭出去消費的模式，不用花費較多

會有鮑魚、蠔豉、炳鴨、切雞，

金錢就有—頓與別不同的食物。短時間就雨後春筍般

不會是鹹雞。而圍村建在平地的

開業，當年出名的有梅江、中央、泉章居和醉瓊樓這

原故，農民會曬醬料，亦因而出

些大品牌客家菜。

產靚豉油及麵豉。很多時在烹調

我們大榮華推行圍村菜時，有人問我—件事，很

中，會用上南乳、靚豉油、醬料

多人以為圍村菜菜就是客家菜，其實並不—樣。圍村

及豆豉作配料。而客家菜為了方

菜最大的不同是有海味、海鮮及河鮮。而圍村菜的意

便，除了配上梅菜和筍乾，多數

思是怎樣解釋？其實亦是其中—款農家菜。晚上農民

只有用鹽腌製食物。就算老實

回到圍牆內，好像—個城牆保護着自己，然後請—些

説，客家最出名的碌鵝所用的醬

總而言之，圍村菜與客家菜，各有特色，並不是

圍村菜是客家菜的—種，絕對不是。而最出名的盆菜

盤。

·圍村盤菜有海鮮、傳統客家菜無海味。

一丶

I_

]1
,

．

且·門·香
．蒸

·面豉蒸魚嘴。

重州客家

澳門，不僅有富麗堂皇的中高

家菜系中其中

檔食府提供中外美食，廣泛分

—枝主流，來

·粥可卑各種新鮮料。
「從沒有想過這個小粥檔可以名聲

遠播，只是瞎打誤撞而已。」雖説

是互聯網的功勞至大，但本身沒有
好的出品與服務，食客又怎會替你
宣傳？上面説了成記的出品優良，

佈在各區橫街窄巷的大牌檔．

自東江菜，以
惠州菜為代表。

也有不少本地傳統美食。廣受

原來其熱情待客也獲網友稱讚，尤

本地居民、各地遊客稱許的成

其是以歌娛賓更是—大特色。
坐在成記吃粥，不時鷓到龍哥

記粥檔就是其中之表表者。

菜被視為客家

成記這個大牌檔已有超過—甲

菜的正宗，與 ｀ ＇

子的歷史，最初是晚上賣甜品，

潮州菜、粵菜，

老闆的女婿（現任檔主）羅邦

稱為廣東三大

龍（街坊客人稱之為「龍哥」）

菜系。

與太太拍檔，於 1977 年開始

傳統東江

．撈超豬肚。

，多採用家禽、家畜肉

類入饌，少用蔬菜，目前，正宗東江菜仍以惠州菜
最具代表，惠州客家菜中，比較著名的是東江鹽焗

雞，當年位於省城廣州繁華路段的＂東江飯店＂的
招牌菜就是東江鹽焗雞。從中原移居南粵的客家人

多居住在珠三角的丘陵山區，體力勞作之後飲食的
口味偏鹹，鹽焗雞、鹽水豬肚、面豉蒸魚嘴等稍重

在此開早市賣生滾粥．也已 40
多年。

龍哥夫妻倆分工合作，用
心經營粥檔·堅持以柴火熬粥．
粥底特別綿、滑、香，配料新

的歌聲。説老實話，龍哥的歌唱得

a 巨罔
」

．生炒豬生腸。

在過去，東江 － ·

口味都是客家人的至愛。

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

^¥、菜，是客

菜偏重「肥、鹹、熟、香」

·生滾粥以柴火熬出。

＇「

洲客家菜

鮮多樣，包括有豬肝、豬肚丶

豬粉腸、自家手打豬肉丸、豬
肉片、牛肉片、皮蛋、魚片丶

魚皮等等·整體出品堪稱—流。
成記粥品早獲街坊讚譽．
傳揚海內外則是回歸後的事。
皆因此時澳門博彩業大放異彩，世所

不怎麼樣，他自己也説，他本來也
不怎麼喜歡唱歌，勉強唱來，是為

了客人。因為他們賣的是「生滾

粥 j, —碗—碗地煮熟材料，最少

要兩三分鐘；人多的時候，客人常
要等十多二十分鐘，會覺得煩悶心

急。他唱唱歌、説説笑，將氣氛搞
得輕鬆，為客人解悶。如此周到地
為客人着想，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
。

常有客人逗他：

「鄧麗君的歌

你會嗎？」龍哥就來幾句鄧麗君的

「小城故事」

;

「粵曲你懂嗎？ j

他來—小段「鳳閣恩仇為未了情」，
甚至英文歌也會幾句。他永退不會
唱完—曲，卻會改—下歌詞，目的是

矚目，遊客暴增，成記地處中區，鄰

搞笑，讓客人覺得輕鬆、愉快。效果

近許多旅遊景點，雖在陋巷口．亦有

倒是很好的，小巷裡經常充滿笑聲，

不少遊客光顧，適逢互聯網大興，遊

這是難得遇到的食肆氣氛。

陳述

客將對成記的好評放到網上，不僅吸

引了大量來澳遊客．連台港、菲律賓丶

（成記粥品址：澳門營地大街吳家圍丶

曰本電視台也爭相來採訪。龍哥説·

營業時間 07:30--12:00)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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鬮縊文化

2021 年 3 月 9 曰（量期＝）

習浬可尋千年石刻
見證東方之珠歷史
在疫情之下，香港人不能外遊，反而因此刺激了不少人

有記載的石刻．根據主崇熙在一八－九年編制的「新安縣

去行山．很多人以前不知香港郊野山水之美，經此—

．藝術家正拓印石壁的石刻。

誌」中．便記載有這塊石刻，

「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

疫，對香港大為改觀．但你有否發現，行山除了能欣賞香港

形刻於石側」·便是指此—塊石刻。石刻長 2.4 米·高 1.8 米，

山水之美之外，也可找到一些已遺留以千年計的石刻．發視

是香港發現的古石刻中最大的一塊。除了石刻之外，香港還

香港的久遠歷史。

有一些碑石。也是歷史的記載．而且，部份是和殖民地的歷

根據統計，香港的古石刻有九處之多，這佈港九及離

史有關。

島．分別有大廟灣刻石、大浪灣石刻丶

例如，在黃竹坑的群帶路里禋碑就是其中之—。群帶路

位於東龍島的東龍洲石刻、滘西洲的滘

里程碑包括有—組石碑，石碑的材料是花崗石，建成呈正方

西石刻、位於石壁的石壁石刻，蒲台島

形或三角形的石柱．石柱高約 1 米．尖頂．碑上刻有英文及

的蒲台島石刻、離島長洲的長洲石刻丶

中文，分
-

黃竹坑的黃竹坑石刻及龍蝦灣的龍蝦
灣石刻。

---,

別以英里及華里，作用是標示當時該處

與維多利亞城及石排灣（石排灣以面之
里程碑）或者赤柱（石排灣以東之里

在這些石刻之中，最為

程碑）的距離，這些道路大約為現在

人知的是大浪灣石刻，此石

的薄扶林道、石排灣道、黃竹坑道、

刻發現於 1970 年，當時，一

香島這及淺水灣道。目前有一枝立於

個警察在大浪灣郊遊·無意中

大潭水塘的水壩前。（見圖片）

發現了這塊石刻．石刻面積約

90X80CM ·上面有抽象的鳥獸

亡

圖．這塊石刻引來了—些考古學

家的考究，初步認為屬於「新石
器」時代的產物。這—塊石刻，後被港
府定為第—個法定古蹟。
另外一個較多人去的石刻，是在大
嶼山石壁監獄附近的石壁水塘堤壩東面
下方，離海大約三百公尺。這塊石刻是

]

在 1938 年由當時—位業餘考古學家陳

登哲發現，石刻上有類似古代青銅器上
的圖案．相信石刻屬於青銅時代。
東龍州石刻又有另外一種與眾不

·大浪灣古石刻

玄柬看灣區
丶

·實雲道碑界石

來很多人都在談

近 大灣區．有朋

友問我，從玄學角度

看．大灣區風水如何

很快就到「下元九運」．
大灣區 2024 年後虜九紫火星

「離」者麗也。

「九

北艮宮、八白土星，估計內循

資源豐富為大灣區的大後方，

紫」為火，主喜慶、貴人、人

大灣區．則我也不妨

財兩旺，尤旺女性。廣東省樹

由此角度分析—下．

木茂盛，水生木、木生火，生

為元神，「上善若水」、「水

借「大灣區時報」—

生不息 l 中國處於南半球，同

善利萬物而不爭，處人之所惡，

角．説説我的看法。

樣行九紫運，無縫對接．國運

故幾於道」

其實風水這門學問説

沒法擋 l

受聖賢之教導，對培養德育至

好的風水仍然是以

「三才」為基礎．即

天

天時、地利、人和。

地利：
水很重要，如果沒有水，

什麼都不用談．什麼是好水？

第—是曲中有情，「曲則
有情，直則無義」，有情水．

我們正處於中國
強勢復興時代，天時

要彎曲呈環抱狀，水質要清，

常説「山明水秀」．水秀則山

顧名思義·大灣區以「水」

；處於大灣區常感

為重要，德如載位．福延三代。
榮華富貴因人而異，但緯體長

期來説，在大灣區置業是不錯
的選擇，因為火生土之故。當
然，房地產的投資是要有長遠

目光，切忌短炒！
下元九運的文昌位在東南
巽宮，當經濟發展時離不開教

明．互為因果，北京頤和圓的

育，這是軟實力。相信好的優
質大學會不斷地在大灣區湧現，

亂真。大灣區的彎無論深度丶

到時文化產值的升值或子女上

寬度都是無懈可擊。

大學都十分方便，帶起物業之
升值，順理成章。
身體健康之三寶是：陽光、

丶

年頗受人注目的香港土生土長平面設計師馬志恒的「靈山頌」

近 新水墨系列，將於 2021

年 3 月 12 曰至 4 月 9 日在西灣河鯉

景灣蘇豪東 B 期太康街 45 號 GB-27-28 號舖梓桐堂舉行。此乃馬
志恒首次個人畫展．
馬志恒的新水墨系列．源於他在 2019 年的藝術轉型，他在經
過多年全力研究及創作新水墨畫之後，以全新的概念和創作方式創

作新水墨畫，其「靈山系列」以「山不在高，有龍則靈」及「看山
仍然山」的概念，營造山之氣韻構圏。創作過程揉合中声方顏料及
手法；首先用積墨法、宣染法作基礎，再利用丙烯和水墨互相揉合
和排斥加厚凝眾立體感，再重複兩
三次直至達到預期效果及感覺，最

後貼上金（銀）鉑添其層次。作品
界於似與不似之間．近乎禪的三重

境界：

「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

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然
山，看水仍然是水。」

馬志恒的作品·曾多次獲獎．

亦被多家國際知名的酒店委任作 k尽-,
畫。

剛剛收到喜訊，國家的脱

空氣、水；大灣區樣樣皆齊，

展出時間：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9 日

貧運動取得輝煌成績，全國脱

具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利，

地點：梓桐堂

貧、邁進小康時代．我國人口

可謂人間樂土！

眾多，以後消費力驚人，紅紅

．大灣區下元九運圖

對大灣區的持續發展作用甚大。

長廊是—絕，似水非水．以假

人和

「靈山頌」系列創意十足

環以加速發展東北為主，東北

呢？既然不少人關心

難不難．説易不易。

髯志恒首辦儷 A 畫鼷

下元九運「財宮」位於東

極佳。

「離宮」，

同．原來，此石刻是香港歷史上第—塊

火火，羨煞旁人，

西灣河鯉景灣蘇豪東 B 期太康街 45 號 GB-27-28 號舖
繆師傅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覿點）

每曰 1200-3:00pm, 6:00-1 O:OOpm
星期－休息

灣內這蹤

2021 年 3 月 9 曰（星期二）

．桃花干樹，美不勝收。

區

＊灣區Bi 轉艮

農曆辛丑年正月廿六曰

無藥篩薑影 郤有桃花映紅
金庸的武俠小説「射雕英雄傳」

．綻放的桃花迎賓客。

乜鼴糧
，當

看然 一定記得「東邪」黃藥師以及他那
精靈的女兒黃蓉。桃花島上，桃花其實是

奇門八卦陣，誤闖島上，陷入桃花陣中，
危矣。
小説中的桃花島惹人暇想，可望而不

可即，但現實之中的桃花島，卻是每年吸
引了不少遊人到訪的旅遊勝地。

此桃花密屬於肇慶著名的七星岩境區
其中—個景點，遊七星岩，尤其是春初，

此處屬必到之處，只為在此時節，正是桃
花盛開，人面桃花相映紅，充滿了詩情畫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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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島位於肇景區的東北角，東面為
石牌崗和石牌村，南面是仙女湖和東方禪
林，西南為阿坡岩。要遊桃花島，應由景區的北

折，長約 150 米，然後，是後段長約 45

門進入，因此處為進北門的第—個景點。在北門

米的三孔橋，橋兩邊低，中間高，每個橋孔上都

口處，有—個很大的停車場，自駕到此的遊客，

有—個涼亭，設有石凳，供人休息。站在最高的

可以把車泊在停車場內，然後入景區登島遊。

涼亭上能夠—覽碧波浩蕩的仙女湖。

·進島前經過一片水杉林。

登島之前，會經過另外—處吸引遊客的景

整個桃花島為東西走向，兩邊寬，中間窄，最寬

點，便是水中林趣，原來此處有—條長長的道

處約 70 米，最窄處僅有 17 米。—條由六角形

路，經過—整片的水杉林區，這—片的水杉林，

石塊鋪成的小路貫穿全島，長約 300 米。沿著

佔地面積幾乎是桃花島面積的 2 倍。水杉高大而

這條路，可—路欣賞到桃花島所有的風景。

筆直，由下仰望，杉木仿如直插藍天，而下面則
是流水漓潟，構成—幅非常奇特的景色。
要進入桃花

李樹，也另有—番景緻。每當桃花盛開之際，放

島，需步行經遏

眼—片桃紅，加上眾多賞桃花的遊人，實在令人

—條長約 190 米

心情舒暢，難以忘壞。

的橋，橋分兩

圓圃

西部是桃花島的入口，是全島最開闊、桃樹
最密集的地方，在眾多桃樹中零星夾雜著梨樹或

桃花島上的建築，多以木做架，用樹皮或草

段，前段是—條

鋪頂，營造出—種古意，令遊人如回到了古代，

八曲橋，彎曲轉

別有—番洞天。

攝影：曾應時

七星岩景區

..

距肇慶市北郊 4 公里，有公交車經過。

七星岩西門－公交站 339 米途經公車： 19 路

仙掌岩－公交站 636 米途經公車： 19 路
波海樓－公交站 1.0 公里途經公車： 19 路

出頭小學－公交站 1.1 公里途經公車： 19 路 28 路
門票： 78 元；套票 110 元；
60 元／人）

（七星岩 60 元／人；鼎湖山

；船票 20 元

門十月初五街及海邊新街是—

濠江篇訊

澳 條充滿歷史文化內涵、特色店

形成了色彩繽紛的彩虹。
十月初五街是澳門傳統的華人

舖及美食的街道，最近經濟科技局

老街，街尾的空地是康真君廟所在

將附近—處雙層建築群重新粉刷，

地。

形成—排「彩虹屋」

。

叫做「十月初五街」。
十月初五街位於新馬路附近的
橫街，原名泗孟街，源於附近填海

被拆掉的泗孟碼頭而得名（譯自葡

文的 Simon)

，如今不少當地居民

仍然這樣稱呼。四、五十年前，十

月初五街是澳門最為熱鬧繁華的街
此街街名特別，追溯緣起，原

道。今日這條街有很多賣澳門特產

創作者配合了雙層建築群內每

來是 1910 年 10 月 5 曰，葡萄牙革

的商店，例如牛肉乾、杏仁餅等。

個店舖的招牌特點，在店舖外牆分

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國。

現在新增了「彩虹屋」，遊客又多

別塗上不同的顏色，如同在鬧市中

為了紀念這個日子，葡人把這條街

了—處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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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的「彩虹屋」

l
_L-十月初五街繽紛「彩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