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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
道：粤港建筑业合作交流已迈开
坚实步伐， 记者从刚刚结束的
“佛山南海与香港粤港澳高端服
务合作示范区建设工程管理服
务创新论坛与对接会” 上获悉,
佛山南海向有志在大湾区创业
置业的青年才俊伸出橄榄枝，推
出专门面向港澳人才的创业启
动补贴、人才住房补贴和高铁通
勤补贴等扶持政策，其中对符合
条件的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给予
最高 450 万元的项目启动扶持
资金，高铁通勤补贴最高每人每
月 1 万元。

8月20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发展局在佛山市南海区， 联合主
办了南海—香港建设工程管理服
务创新论坛，以及项目对接会。

会上， 南海区委副书记、区
长顾耀辉透露，将落地实施专门
面向港澳人才的创业启动补贴、
人才住房补贴和高铁通勤补贴
等扶持政策，其中对符合条件的
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给予最高
450 万元的项目启动扶持资金，
高铁通勤补贴最高每人每月 1
万元，向有志在大湾区创业置业
的青年才俊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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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海、拥湖，数十座别墅散
落在山坡……珠海度假村天然
带有休闲度假的气质。上世纪90
年代，它不仅是珠海人周末休闲
喜爱的去处，也是港澳、广深的
后花园。

1999年，市场部经理张超接
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中国海
外建设有限公司总部在珠海度
假村开年会，那是正部级的央企
第一次把会议地点选择在珠海
度假村。 那一次，度假村的服务
延伸到从香港到珠海的船上。 会
后，宾客满意而归，珠海度假村
也开始有意识地开拓大型会议
市场。 通过中国海外建设有限公
司口口相传的度假村，在香港的
内地企业会议一个个漂过伶仃
洋登陆珠海度假村， 然后是瑞
银、德勤……有段时间，度假村频
频飘出咖喱香味， 因为珠海度假
村成功吸引了香港的印度商会
“爱上”自己。 这一年，张超在香
港做了近600万元的会议业务。

珠海度假村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增利说：“没有千禧宫，度假
村后来就没有办法开拓大型会
议和大型活动市场。 ”2000年，
能容纳千人开会的千禧宫落成，
百姓的婚宴和大型会议都对它
青睐有加。 一天，一场婚宴与一
个大型会议同时看上了千禧宫。
68围的婚宴是晚上， 会议是白
天，一般情况下酒店会婉拒其中
一家。 酒店副总经理卢斌解释：

“会议与婚宴是不同的场景布
置， 这样的翻场要预留半天时
间。 ”婚宴是先订的，请柬都发出
去了，所以坚决不肯挪窝。 限于
珠海当时的会议条件，会议主办
方也别无选择。结果是，新郎、新

娘的家长目睹了珠海度假村如
何在45分钟内魔术般地“乾坤大
挪移”，最后他们竖起了拇指。为
了这次翻场，度假村调集了60名
员工，规划了撤离线路和进场线
路，见缝插针的清洁计划，并提
前演练，直至分毫不差。

最好的营销是口碑。 曾任酒
店副总的姚永平至今记得度假村
“一点式服务”的规矩：客户不用
与度假村一个个部门接洽， 市场
部一个人负责从住宿、会场安排、
接机到策划等一揽子活，“对外我
代表酒店，对内我代表客户。 ”姚
永平说。 市场营销部经理高初琴
曾经常扮演这样的角色，“一天中
大概18个小时都在接电话。 ”

当珠海度假村接到“世界经
济发展宣言”主会场及系列活动
的任务时，距这一千多人参与的
国际性高端会议召开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珠海度假村却不负众
望，稳稳妥妥圆满完成。这些年，
珠海度假村酒店接待过国务院
特区经济工作会议、中国国际航
展高峰论坛、 中国珠海电影节、
珠海国际赛车节等重大国内、国
际会议及多个跨国公司的年会，
“能打硬仗” 的口碑成就了珠海
度假村会议酒店的形象。

（林丹 钱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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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成就珠海度假村会议酒店形象

梁才有 摄

佛山实体书店经历衰退后迎来回暖期，业内人士称是否可持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据新华社电 这是他此生难
忘的一次惊心动魄： 超强台风
“天鸽”中，停水停电，36 个小时
没合眼的他，搬张病床睡在了被
狂风吹走大门的医院门口，等候
外伤患者的到来。

32 载， 11680 天， 280320
个小时。 从广西大山里来， 在
伶仃洋畔扎下根。 没有被艰苦

和孤独吞噬， 反而成为海岛群
众看病就医、 渔民船员生命保
障的“定心石”。

他叫王桂湘，是珠海桂山岛
上唯一一家卫生院桂山镇中心
卫生院的院长。

32 年， 和王桂湘差不多同
时期到海岛的人陆续离开了，卫
生院大多数医生护士熬上一两
年也走了。离开海岛的人在各行
各业收获了人生精彩，王桂湘却
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同一个地
方。“这里的人远离大陆， 没有
医生就没有生命保障，我不能当
逃兵。 ”

多少年来， 王桂湘散步的
范围从来不超出卫生院 1 公
里，“就怕手机一响， 又有患者
要来。 ”

海岛医生， 都要做全科医
生。 岛上谁的降压药、降糖药吃
完了， 谁家孩子到时间打疫苗
了， 岛上几位精神病患怎么样
了，谁家盆盆罐罐多了要清积水
防蚊了，王桂湘和海岛医生们甚
至比群众自己还清楚。

大多数时候，事情平凡到不
能再平凡。

但海岛上的宣传标语“全民
健康覆盖：每一个人、每一个地
方”，是对他们最好的诠释。王桂
湘 2009 年入党。 在他眼里，尽
一名党员的职责和做好海岛医
生是一致的。

“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是我
的初心。 时间久了， 居民需要
我们， 这就是我们坚守下去的
动力。 ”

伶仃洋边“守门”人
———记坚守海岛32年的党员医生王桂湘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波报
道：8 月 22 日中午 12 时许，香
港 80 后青年邓文俊在结束当天
工作后，顺利登上了开往香港的
高铁。 一个小时前，他还在松山
湖的会议室，跟团队的小伙伴们
探讨项目计划。

和邓文俊一样，成天奔波在
香港与东莞之间的青年不在少
数， 他们自带项目过来创业，激
情满怀，有东莞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显得信心十足。数据显示，自
今年 6 月 29 日东莞松山湖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开园以来，已
经吸引了 50 家港澳青年创业项
目落地发展，项目集聚效应初步
显现。

邓文俊在香港原本有令人
羡慕的稳定工作，但一场大湾区
之旅， 让他毅然决定裸辞创业，
并埋首研发增强现实(AR)技术。
“大湾区内地的 9 个城市， 我几
乎都走遍了。”最终，邓文俊选择
了东莞松山湖。 今年 3 月，他所
创办的创龙智慧科技 （东莞 ）有
限公司正式进驻松山湖港澳青
年创业基地，以增强现实(AR)为
主要开发项目，通过结合不同的
高端技术及人工智能科技进行
大数据销售分析及配对，缔造出
不同行业的商业方案。

为什么选择东莞？ 邓文俊
说，东莞制造业发达，而他所设

计的产品，在这里可以径直对接
企业，从而减少中间商成本。 目
前，邓文俊的企业，已经跟东莞
虎门、 凤岗等多家企业达成合
作，甚至还成为了华为的合作伙
伴。“现在已经投资 30 多万元人
民币，东莞当地政府也将补贴我
们二三十万，分两年内到位。 ”邓
文俊说，得益于松山湖在政策和
资金上的支持，他在松山湖港澳
青年创业基地的办公室已经建
立起来了。

跟邓文俊首次过来创业所
不同，关智键一家三代都在东莞
投资兴业， 从 1990 年爷爷辈过
来建厂算起， 已经足足 30 年。
“这一次我们打算投资 1 亿港
币，锁定绿色科技和环保建筑材
料。 ”关智键说，松山湖的 3000
多平方米办公室正在装修，3 个
月之后就会正式开工。

作为全省首批 10 个“粤港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的青创基
地，今年 5 月 16 日，松山湖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被授牌。 目
前，基地以港澳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为主线，按照“一中心多站点”
的模式，组建专业港澳项目转化
服务团队， 吸引了近 50 家港澳
青年创业项目落地发展。

除了做好顶层设计之外，松
山湖更是实打实地落实专项支
持政策。 从 2017 年开始出台政
策，从 7 个方面给予港澳青年创
业扶持。 对高层次的港澳人才，
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还可获得
最高 300 万元资助加奖励。今年
7 月 3 日， 扶持政策加码， 从 7
项拓宽到 32 项。 就全市而言，东
莞早在三年前就出台了相关政
策， 认定了 94 位东莞市港澳台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目前，东莞
正在起草新的培优方案，激发港
澳二代的创新创业热情，为莞港
澳合作带来新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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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港珠澳”摄影展
走进汕头肇庆

《龙腾港珠澳摄影作品展》全省巡展走进汕头

多方发力支持港澳青年创业
最高资助奖励 300万

文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景瑾瑾

书，使人内心
充盈。刚刚闭

幕的 2019 南国书
香节佛山分会场共
吸引 32万人次热
情参与， 图书零售
额达80万元。 佛山
市民对纸质书的热
情不减。那么，经历
过 此 前 数 年 衰 退
后， 作为纸质书重
要销售载体和繁忙
都市生活中人们心
灵的“加油站”———
佛山实体书店的命
运如何？

记 者 调 查 获
悉， 近几年来，佛
山 新 开 业 的 书 店
明显增多，且多以
高 颜 值 成 为 年 轻
人 中 的 网 红 打 卡
点，并正在成为融
合 多 重 功 能 的 文
化空间。 佛山的实
体 书 店 正 在 迎 来
“回暖”期。同时，也
有业内人士提醒，
这些在近几年快速
发展起来的实体书
店 如 何 可 持 续 发
展，仍有待观察。

王桂湘给小朋友检查病情 新华社发

在垂虹的一群临街老房子
中，有一家先行书店，显得格外
醒目。 沿着青石板街走入店内，
迎面而来的便是一排排摆满书
籍的书架。 巨大的落地窗前，摆
放着阅读桌椅、 好看的小绿植。
窗外，爬山虎静静地垂落。

建店 24 年来历经五次搬
迁，在全国的实体书店倒闭潮中
也曾面临过严峻挑战，但因为多
年来对选书的独特品位，和对独
立书店的坚持，以及渐渐培育起
来的忠实读者群，佛山先行书店
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并成为了佛

山读者心目中的一个有温度的
文化地标，也见证了实体书店的
衰落和回暖。

一度， 因为受到电商的冲
击， 实体店租金的不断上涨，以
及电子阅读的替代，全国许多城
市的实体书店出现衰退和“倒闭
潮”。 先行书店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 该店负责人石头哥告诉记
者，2012 年至 2013 年大概是最
困难的时期，书店面积一度由四
五百平方米缩减到了几十平方
米，最终靠着很多热心的老读者
介绍业务撑了过来。

“高颜值”文艺书店明显增多
佛山人对实体书店的热爱

和感情依然不减。
如今的先行书店，是买老房

子改造而成的。“目前这个店面
的设计就是做设计师的读者帮
忙免费做的，他们是读我们店的
设计书长大的。 书店搬迁时，都
会有读者来主动帮忙。 ”石头哥
透露，几经波折后，书店刚搬到
垂虹路时很热闹，如今客流量正
在平稳增长。

2016年底，博览书店桂城店
开业；2017年8月，知名连锁书店
西西弗进驻佛山祖庙附近商场；
2017年8月， 位于佛山新城的如
斯书吧开业；2018年9月，阅见·
先行书店在禅城绿景三路开业；
2018年7月， 总店位于岭南天地
的卡卡松堡书店在天安数码城
开了分店；2019年初， 广州购书
中心佛山店在桂城金融高新区
开业；先行书店目前也正在筹备
开分店的事情，分店地址预计在
桂城桂澜路一家大型商场……
记者梳理发现，经历了前些年的
衰退期、“倒闭潮”之后，除了不
断努力生存下来的一些老书店，

近几年在佛山特别是在禅桂中
心区新开业的“高颜值”实体书
店也明显增多，迎来新的“开业
潮”， 文艺书店已经成为很多新
开商业综合体的招商“标配”。

“书店 +”加强与读者互动
“其实，除了冲击，互联

网对实体书店的引流也有
很大帮助，也加强了书店与
读者之间的互动。 ”石头哥
分析。

记者走访发现 ， 和前
些年相比 ， 如今的书店已
经不只是买书和看书的地
方， 而是休闲、 体验 、 交
流、 学习的重要空间 。 设
置消费饮品阅读区、 文创
产品区、 举办讲座、 邀请
作家举办线下读者会等，
都成为新开书店运营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基本每个周末都会

去书店一趟 ， 除了看纸质
书、买书，有时候也会带着
自己的电子书去看，或者带
着电脑去处理一些工作上
的文件，同时也会在书店消
费饮品、茶点。 书店安静，氛
围比较好，会让人心静。 ”家
住南海经常去书店的陈女
士表示，在她心目中，书店
不应该仅是卖书的地方，更
是一种兼有咖啡馆作用的
文化空间。

除了颜值高、还要有内涵
“很多只是被用来打卡

拍照、没有起到书店本质作
用的网红书店 ， 是否能可
持续发展， 仍有待观察。”
博览书店桂城店目前已成

为桂城中心城区最知名的
书店之一， 据博览书店创
始人梁伟华观察 ， 目前的
实体书店整体人气是有的，
但业绩还是并不好 。 实体
店的数量和颜值在提升 ，
但阅读量并未提升太多 。
“很多人到书店打卡、拍照、
发朋友圈，但用心读书的并
不是特别多，反而是小朋友
们在带动阅读量。 ”

“毕竟，书店的立足之
本还是图书、文化类活动的
品质。 事实上，这些新开的
书店中，有些一下子就能看
得出背后有强大的选书团
队，上架图书很不错。 但有
些书店的图书品质并不算
高，对读者的价值会大大缩
水。 ”一位书店从业人员告
诉记者，书店在颜值上下功
夫，是好事，给读者提供赏
心悦目的空间，也容易因为
高颜值吸引到客流量。 但同
时，不能只有颜值，而没有
内涵，要用有价值的图书和
文化艺术活动吸引人。

佛山南海向港澳人才伸出橄榄枝：

高铁通勤补贴最高每人每月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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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通讯员张菁书
摄影报道：22日起，《龙腾港珠澳摄影作品展》
全省巡展走进汕头， 并带来了100幅精美大图
片，在汕头火车站站前广场负一楼的公交换乘
大厅展出，为当地市民近距离感受港珠澳大桥
的恢宏壮美、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提供了一次难
得的机会。

据悉，本次汕头站巡展由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指导，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主办，羊城晚报社
承办，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协办。 昨天上午，汕头
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
汕头市公路事务中心、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粤东航道事务中心、汕头高速公路公司 （汕头
市礐石大桥建设总公司 ）， 以及汕头各区县交
通运输局领导共100余人到现场进行了参观。

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24日通车。 展览
主要分为大桥开通、大桥美景、建设历程及建设
者三个部分，将持续至9月2日，对市民免费开放。

又讯 8月22日上午，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指导、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主办、羊城晚报承办、
肇庆市交通运输局和肇庆市图书馆协办的《龙
腾港珠澳摄影作品展》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了
开展仪式。《龙腾港珠澳摄影作品展》肇庆站巡
展设在肇庆市图书馆一楼展厅， 展出时间为8
月22日至9月2日。 （杨再睿 陈伟娜）

桂城地铁站附近一家书店内，读者在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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