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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工作】

专委会成员合作成果获 2021 年四川省高教学会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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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川港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蓉召开

签署全面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协议

9 月 23 日上午，川港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成都

召开，四川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川港高层会晤暨

川港合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备忘录》和有关重点领域合作协议。其中，

四川省教育厅、香港职业训练局共同签署《全面深化川港职业教育合

作协议》。

《协议》除在上一轮《川港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备忘录》合作课程

的基础上，新增《工业机器要技术》课程，并将以“川港澳台表少年

交流基础——教育交流基础”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长江书院”为平

台，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共同研究开发“科技创新，绿色文化”增润课

程。

省委书记彭清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国务院港

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出席会议并致辞，共同见证备忘录和协议签署。

【交流活动】

蓉漂、港漂齐聚首，新港人·新蜀人结对发展

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香港四川同学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实践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加强川港青年互动交流，四川

长江职业学院一直为此付诸行动。

8 月 26 日下午，服务在川港籍青年的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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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港川籍青年的香港四川同学会携手合作，创新打造青年发展平台，

签署《合作备忘录》，助力川港青年成长成才。

本次签约为“蓉漂”“港漂”齐聚首·爱蓉爱港爱祖国——新港

人·新蜀人结对发展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

四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杨东、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港澳台处副处长井钟，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一级调研员杨玉麟、四川

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事务处副处长吴皓明、四川省政协办公厅港澳

台侨外事处副处长桑锦，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长韩虎、副校长易贤文

出席。四川省教育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贺羽，四川之友协会（香

港）会长韩瑾，香港四川同学会会长、四川省青年联合会港区委员韩

戌，在川的港籍青年“新蜀人”和在港川籍青年“新港人”通过线上

参加。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长韩虎对参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回顾

了香港青年交流 1.0、2.0、3.0、4.0 版本，并希望，新港人·新蜀人

结对发展系列活动成为川港两地青年交流大潮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为

深化两地青年交流工作聚能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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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联港区委员、香港四川同学会会长、四川之友协会（香港）

总干事韩戌通过线上形式向即将赴港澳学习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介绍了香港四川同学会的成立背景，并表示“香港四川同学会是同

学们在香港同行的忠实朋友和可依靠的帮手，将竭力为同学们提供力

所能及的服务与资源。”

香港四川同学会代表刘颖对《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香港四川同

学会合作备忘录》作说明，她表示，本次合作，“坚持爱国爱港、坚

持青年为本、坚持互补共赢”的原则，双方约定在培植青年爱国爱港

爱蓉情愫、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共享创新创业资源、组织参与品

牌公益活动、实现青年互帮互助、共享青年发展问题研究成果、建立

定期联系沟通机制等八个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她表示，合作备忘录符

合四川和香港两地青年人在国家和香港的繁荣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

共迎美好未来的共同心愿，是两地青年人发挥所长，协同努力，逐步

成长为“新港人”和“新蜀人”，在祖国发展上担当重要角色的联合

发声。

在川港两地嘉宾的见证下，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肖

羲清、香港四川同学会执行会长林汀签署《合作备忘录》，川籍在港

青年，港籍在川青年又多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渠道。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港澳台处副处长井钟对即将赴港学习的同学

们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表示“新港人”和“新蜀人”来往于川港两

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川港合作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希望“新港人”和“新蜀人”借助结对发展平台进一步加深了解、

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为推动川港两地合作发展增添动力，共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杨东宣布“2021 年学在香港，

朋辈结对——第二届赴港新生开展了线上见面会，“创业蓉城 快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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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蓉港创客主题日活动也正式启动。会后，川港青年围绕香港当前

现状、到港升学后的学习、创业等方面分场次开展了交流。

四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杨东

考察调研川港青年交流

8 月 26 日，蓉漂、港漂齐聚首，新港人·新蜀人结对发展系列活

动结束后，四川省港澳事务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杨东在四川长江职业

学院校长韩虎、副校长易贤文的陪同下，考察调研了川港澳台青少年

教育交流基地等常设展及校内实训室建设。

在川港澳台青少年教育交流基地，川港教育交流暨合作纪事展、

香港教育常设展，韩虎校长就川港青年交流与教育合作从 1.0 到 4.0

版本的发展历程、工作重点及设想与杨书记做了进一步交流汇报。

在华西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川港金融实验中心，杨书记与商贸

与融媒体学院常务副院长柯繁进行了交谈。在 STEAM 中心，杨东书记

带上设备，体验了 AR/VR 虚拟技术。他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训

室的建设兴趣浓厚。

“我一直很关注学校开展的川港青年交流活动，今天第一次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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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来看一看。”走访过程中，杨东书记对学校建立的川港青年交

流长效机制给与了肯定与表扬，并希望学校多加强与省港澳办的联系，

参与省港澳办举办的相关活动，继续共同推进川港青年交流深入开展。

首届香港青年四川虚拟实习计划完美收官

8 月 30 日，由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青年联合委员会、香港职

业训练局、四川之友协会（香港）联合主办的 2021 年首届香港青年四

川虚拟实习计划总结交流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召开，活动

主会场设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主办单位、实习企业代表，以及参加

实习计划的香港学生共计 40余人参加。

2015 年以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携手四川之友协会（香港）持续

组织香港青年来川开展专业实习活动，截止目前，共计了组织了 323

名香港青年学生来川开展 30-45 天的专业实习。今年受疫情影响，两

地线下交流受阻，活动首次以线上形式开展，由在蓉优质企业为香港

学生提供线上实习岗位，香港青年学生在线完成实习工作。本次虚拟

实习计划是探索疫情下专业实习的新模式。

“这次‘虚拟实习’使我发挥了专业所长，并进一步规划了未来

的职业生涯，坚定了原画师的梦想，通过这一个月和老师同学们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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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及通过民俗项目的背景学习让我对巴蜀文化产生非常浓厚的兴

趣，未来希望能有机会实地的来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一个月的实

习结束了，但是我和四川的缘分才刚刚开始。”在成都夏尔天逸科技

有限公司实习的香港青年学生张可桦说到。

“经过这一个月的实习，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在这个过程

中，我不仅收获到了职场技能，锻炼了自己的职业意识，还遇到了认

真负责的实习带教老师，积极上进的同事，还有有趣的团队成员，虽

然我们并没有在线下见过面，但是通过线上实习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聚四川。”在成都咻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实习的香港青年学生施佳丽谈到。

“专业实习交流计划将会成为未来通过升学、就业等形式留在四

川的‘新蜀人’和留在香港的‘新港人’，结对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桥

梁。未来，我们也将会通过更多形式的活动强化两地青年交流协作，

为青年搭建更广阔更多元的学习交流平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副校

长易贤文讲到。

共青团四川省委统战联络部二级调研员罗建军对参与本次实习计

划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们表示了祝贺，对本次活动作为全省首创的

线上实习模式取得的最终成效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总结会还邀

请了相关企业方代表围绕实习项目、产业发展、青年就业等方面进行

了主题发言，参与本次实习的香港青年学生也对虚拟实习计划取得的

收获和成绩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在川（蓉）港澳台青年学生中秋联谊活动（2021）成功举办

9 月 11 日，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

成都市委统战部主办，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四川高校香港学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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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教育交流基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香港四川社团总会、四川之友协会（香港）等单位联合承办的“‘十

五团圆新蜀人，千里万里共婵娟’在川（蓉）港澳台青年学生中秋联

谊活动（2021）”在成都东安湖畔落下帷幕，120 余名在川（蓉）工作

及求学的港澳台青年及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港澳台青年学生们通过趣味运动的形式，提前领略了即将在 2022

年举办“第 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气氛。通过制作手工月饼的方

式感受了传统的中秋文化，体验了中秋团圆的喜悦之情。

在中秋晚会现场，主会场与各分会场的青年们通过共唱一首庄严

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表达了对祖国的万千情感。随后川剧变脸、诗

歌朗诵等节目，让在川的港澳台青年学生们进一步领略了巴蜀文化的

独特魅力。与此同时，在香港分会场的所有“港漂”们，也通过视频

连线的方式与主会场的“蓉漂”们共同喊出了“中秋快乐，我爱四川”。

百余名“港漂”“蓉漂”们的思乡爱国情感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展露

无遗。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香港分会场以“‘蓉漂’‘港漂’齐聚首，

爱蓉爱港爱祖国，‘新港人’‘新蜀人’结对发展”为主题，香港四

川社团总会执行会长阎小颖、香港四川同学会会长韩戌也作为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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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香港分会场向所有的川港澳台青年们送上了中秋祝福。阎小颖会

长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我们活动的主题中‘新蜀人’即为各位在川求

学和发展的港澳台的青年们，‘新港人’即为在港求学和发展的川籍

青年们，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新港人’‘新蜀人’们能

够进一步携起手来，结对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在实现自身发

展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共享青春力

量”。

主会场方面，四川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戚文博表示，四川高校香

港学生联合会将矢志不渝地团结好在川求学的香港学生，为他们尽快

融入这边的学习生活创造机会与平台。台湾青年代表陈昱硕表示成都

暖暖的人情味绝对不会让大家孤单一人，希望所有的港澳台青年能够

共同携手探索成都、爱上成都、定居成都，一起建设美好成都。澳门

青年代表李嘉媛则表示，“很开心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也因有各位港澳台同胞一同在四川奋斗，让我对

大学生活充满了无限憧憬”。本次活动的总策划、川港青年创新创业

社区首席运营人、香港青年肖羲清表示，“中秋历来被中华儿女视为

团圆的重要节日，因为疫情，我们在川的港澳台青年无法回家与家人

团聚，我们希望在川的港澳台青年能通过本次活动缓解思乡之情，更

好、更快地融入在川的工作与学习生活中去。”

活动最后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文甦讲到，“希望

大家努力做“一国两制”的维护者、祖国统一的促进者、民族复兴的

推动者，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不负祖国的殷切期望，也希望大家对祖国发展充满信心，积极拥抱“中

国机遇”“四川机遇”，将个人的成长发展融入到祖国发展大局，为

两岸四地交流交往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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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刘欣接见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瑾董事长一行

9 月 28 日上午，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刘欣、省政协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专职副主任和分党组副书记钟勇、省政协办公厅港

澳台侨外事处处长陈伦钊、省政协办公厅港澳台侨外事处副处长桑锦

等一行在四川省政协第四会议室接见了四川树德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和四川之友协会（香港）会长韩瑾、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长

韩虎、副校长易贤文等一行，刘欣主任对韩瑾董事长一行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双方就“如何开展蓉港青年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首先，韩瑾董事长汇报了学校在川港两地搭建平台，联动开展川

港青年互动交流、港青来蓉实习、创业就业、川港两地职业教育合作

的 1.0 到 4.0 版本，并就近期开展的活动以及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汇报。

钟勇副主任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开展川港文化交流活动所取得的成效

给予肯定，并表示之前双方互动交流频繁，未来双方更应加强合作。

希望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之友协会（香港）继续做好交流平台，

发挥重要作用。

刘欣主任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开展的川港职业教育合作和文化交

流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做法。谈到下一步

工作，他表示接下来川、港教育主管部门在实习、教育等方面应加强

机制性合作，希望下次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进行实地考察交流。

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钟毅带队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调研

9 月 28 日下午，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钟毅带队到四川长江

职业学院调研。学校董事长韩瑾，校长韩虎，副校长易贤文，相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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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处室人员陪同接待。

在韩虎校长的陪同下，市委统战部一行参观了川港澳台青少年教

育交流基地等常设展。随后，双方举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韩瑾董事长汇报了学校在川港两地搭建平台，联动开

展川港青年互动交流、港青来蓉实习、创业就业、川港两地职业教育

合作的 1.0 到 4.0 版本，并就近期开展的活动以及下一步工作进行了

说明。

会上，大家围绕香港青年生活、发展就业情况、职业教育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就进一步开展川港青年交流提出了意

见建议。

游调研员对学校董事长充满情怀开展川港青年工作表示肯定，他

表示，学校的工作值得进一步探索、交流与推广，成都市委统战部也

将对学校活动给予支持。谈到下一步工作，他希望能立足成都，整合

资源，进一步提升对来川港青的专业性服务，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川

发展。

接过借力棒，书写新篇章 新蜀人·新港人结对发展系列活动之三

在蓉港两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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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下午，“蓉漂”“港漂”齐聚首 爱蓉爱港爱祖国——

新蜀人·新港人结对发展系列活动之三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之

友协会（香港）会址同步举行。

此次活动由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主办，中共龙泉驿区委组织部、

中共龙泉驿区委统战部、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教育交流基地四川

长江职业学院、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香港四川同学会承办。

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刘洪江，四川省教育对外交流中

心部长李乔，四川省政协委员、川港青年企业家发展中心会长张仕煌，

四川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嗣杰，第

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人事行政部助理董事朱秋盈，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董事长、四川之友协会（香港）会长韩瑾，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长韩

虎等莅临成都会场，港籍在川就读的 40余名大一新生参加活动。

香港四川社团总会执行会长阎小颖，香港社区网络总干事范国辉，香

港社区网络服务总监曾广荣，华福国际（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周采蓝，香港四川同学会会长、四川之友协会（香港）总干事韩戌，

四川之友协会（香港）副总干事谢晓宇以及香港四川同学会的会员代

表则在香港分会场参会。

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教育交流基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长

韩虎致欢迎辞，向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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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

会上的呼吁。

作为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教育交流基地的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在已有 6000 余名川港青年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将基地今后工作的愿

景、目标、任务和实施做了概括。“一、二、三、四、五”，即一个

中心主题，组织与团结川港青年践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

围绕川籍港漂、港籍蓉漂两类人群；三是借助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川港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川港青年企业家发展中心三个平台；四

是开展川港青年交流、实习、创业、教育合作 1.0-4.0 四个层面的工

作，五是持续开展五个十四五期间重点推动主题交流的项目。他表示，

“要持续把川港青年工作做细、做深、做实，更好地支持川港青年融

入川港两地社会”。

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就职典礼在川港两地会场进行。

四川省教育对外交流中心部长李乔、四川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嗣杰为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新任 10

名执委代表颁发聘书。香港四川社团总会执行会长阎小颖等为香港四

川同学会新任 12名执委颁发聘书。

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香港四川同学会新任执委接过接力棒，

以崭新的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勇挑服务川港青年交流、合作、

共赢的重担。

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新任执委任圳回顾了2017年参加四川大学

生香港后受启发而开始的创业历程，作为川港青年交流互动活动的受

益者，他表示，将同执委们共同努力，影响一批人，带领一批人，共

同创造一份伟大的事业。

香港四川同学会会长韩戌介绍了创会背景与运行情况，她谈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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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同学会，一个面向四川运作，一个面向香港活动，双方的合作是

资源整合的选择。”

当天，教育部惠港青项目“巴蜀文化寻根行”2021 年在川香港大

学生文化传承之旅同步启动。

“巴蜀文化寻根行”2021 年在川港澳台大学生文化传承之旅学生

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杨子蔚同学，谈到了来成都读书这一个多月，体验

成都文化、生活、学习的感受。她说“来成都的一个多月，我已经从

一个鲜少吃辣的广东胃变成一个一边蘸着海椒水，一边喝着枇杷膏的

红油狂热者。”

据悉，此次“巴蜀文化寻根行”活动为期三天，行程包括行前培

训、巴蜀知识竞答、参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农耕体验、参观武侯祠、

锦里，欣赏川剧《变脸》等项目。希望通过参观巴蜀人文遗迹、自然

风景等资源为内容，引领香港青年学生感受、探究、体验巴蜀文化。

川港青年企业家发展中心会长张仕煌先生介绍了川港青年企业家发展

中心成立初衷及已开展的工作。他表示，主会场活动后，与三位创业

的川港青年互动的川港青年企业家发展中心秋季沙龙也将随后启动，

中心将按照工作目标，竭力为各位青年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建立交流

平台，帮助企业业务拓展以及个人创业企业间的资源共享，更好服务

和支持川港青年企业家在川发展。

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刘洪江做总结讲话。“成都是川

港合作的主阵地、桥头堡。”“蓉港合作兴起于改革开放时代浪潮，

发展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深化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成熟

于川港合作会议机制的建立。”9 月 23 日的川港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

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蓉港合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希望

新任执委们发挥榜样力量，树立远大理想，团结优秀青年，为蓉港两

地青年交流、教育合作等献计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