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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港澳人代 王晨：推進依法治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昨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託，看望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港澳全國
人大代表。王晨副委員長表示，今年是推進依法治
國、深化改革和「十二五」規劃的開局年、關鍵年和
收官之年，是次人大會議將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的政府
決策部署，推進國家各方面全面發展。

王萬賓 李飛 何曄暉等陪同
王晨副委員長昨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到北京
飯店看望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港澳全國人
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委員王

萬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及澳門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何曄
暉等陪同，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澳門中聯辦主任
李剛也有出席。活動首數分鐘開放予傳媒拍攝。
王晨致辭時表示，今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年，也是「十二五」規劃
的收官之年，「我們即將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將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推進國家經
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全面發展。」
他續說，新春佳節剛剛過去，「我們就與各位在北

京見面，非常高興，我代表張德江委員長，代表李建
國副委員長，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向大家表示

熱烈的歡迎，同時也給大家拜個晚年，祝大家新春快
樂、身體健康、萬事順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會後表示，看望過程約半

小時，屬於禮節性質，由何曄暉副秘書長主持，王晨
副委員長致辭後由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作簡短發
言，並講解了大會議程。

譚惠珠連任團長 馬逢國當發言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也舉行了預備會議。馬逢

國表示，他們在會上推選團長、副團長並委派分工，
結果由譚惠珠連任團長，自己和盧瑞安繼續當副團
長，自己仍然會當發言人，負責與傳媒聯絡，盧瑞安

則負責內務如請假、人代議案及發言等。
他續說，會上也講述了會議精神，如過往全國人大

主席團的言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建議，也通過了是
次全國人大主席團名單和大會議程。
馬逢國又透露，在明日人大會議開幕後，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後日會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家發改委報
告，屆時國家領導人可能會聽取意見並發表講話，但
未知是哪個領導人出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今日上午會到人民大會堂，出

席人大會議的預備會，會上將正式通過全國人大主席
團和大會議程。代表團之後會回北京飯店，開會討論
人代擬提出的議案及建議等。

特首有信心：如期「深港通」
港擁「一國」「兩制」雙重優勢 續助內地「走出去」

梁振英昨日在北京與國家發改委和中國證監會的
官員會面，兩場會面的首數分鐘開放予傳媒拍

攝。在與國家發改委的會面中，國家發改委主任徐
紹史、副主任胡祖才和副秘書長王一鳴等出席，特
區政府除梁振英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和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等也有出席。

九提議 拓港科技貿易金融
徐紹史指去年內地和香港在經濟、社會發展都取
得明顯成效，今年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讓經濟持

續、健康、平穩發展，是兩地同樣關心的。梁振英
表示，是次會面有4個政策局官員出席，說明有關
工作層面愈來愈廣闊。
梁振英其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在「十三五」規劃

下，已經向國家發改委提交了9個議題。他續說，
香港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用好優勢
就可以在創意文化、科技、貿易、航運及金融方面
有進一步的發展，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提升香港
經濟的力量，同時為國家作貢獻。
他續指，國家「十三五」規劃有關香港方面的工
作快要完成，希望能夠通過國家發改委與中央政府

繼續商討新課題，例如如何聯同或協助內地資金利
用香港平台、團隊、經驗、國際經貿關係的人脈關
係及專業力量等，一起「走出去」。

準備進展順利 盼盡快開通
談及與中證監官員的會面，梁振英表示，中證監

主席肖鋼一直十分支持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尤其是
香港和內地在金融問題上的互聯互通。他希望能夠
盡快開通「深港通」，並指「深港通」開通的準備
工作進展順利，有信心可以如期開通。

兩地基金互認 討論有進展
梁振英並指出，兩地基金互認的討論亦取得一定

進展，這些方面的工作說明香港的互聯互通作用，
亦體現了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支持香港鞏固
及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這一條。
梁振英昨日也與內地兩家商業銀行的董事長會

面。他指，目前國家的商業銀行全球規模最大，希
望他們在港的業務可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銀行也可利用香港繼續壯大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準備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會

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北京與國家發改委和中國證監會的官員會面。梁振英表

示，香港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而國家「十三五」規劃有關香港方面的

工作快要完成，希望能夠與中央繼續商討新課題，如聯同或協助內地資金利用香港，

一起「走出去」。梁振英又希望能夠盡快開通「深港通」，並對「深港通」如期開通

有信心。

陳清霞冀內地公職聘港青

專資會倡兩輪制普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高麗丹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陳清霞昨日在北京接受記者
訪問時表示，她未來工作的重心會加強香港青年與
內地交流，建議內地部分政府部門職位向香港青年
開放。
陳清霞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回歸以
來，沒有做好青少年的工作，部分香港青年對國家
的歸屬感不強，到去年出現「佔中」事件，現在大
家都很重視對於青少年和專業人士的交流培訓，香
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民間都要加強香港基本法的宣傳
教育。
她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對於青少年
的國民教育程度不夠，以至很多青年對國家認識不
夠，對國情完全不了解。她建議從港府到團體、個
人，都要加強對青年的國情教育。「加強香港青年
到內地的培訓與交流，內地的企業應給香港青年提
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內地部分政府部門職位也可以

向香港青年開放。」
身為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表

示，2015年施政報告中關於青少年有單獨篇章，反
映當局對此非常重視，但目前做的還是不夠，港澳
委員要在這方面多做努力。

力助港青北上就業創業
她表示，自己未來工作重點會放在青少年工作

上，給他們提供機會到內地企業培訓或者就業，甚
至幫助他們到內地創業，讓他們了解國家的發展、
國家如何深化改革及積極推進依法施政等，讓他們
去體會國家目前經濟政治的發展，而不是單從書面
上向他們解釋。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政協工作報告中提到

的「香港委員應該發揮雙重作用」，陳清霞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指出，自己對此的理解是，身為港澳政
協委員，一方面要為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建言獻

策，另方面也要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努力。
陳清霞又說，近年來，香港政協委員聯誼會為推
進香港政改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年參與組織了反
「佔中」簽名、遊行活動，還請多位專家為市民普
及香港基本法，全面解釋「一國兩制」的概念，積
極推動更多香港市民支持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第二輪
政改諮詢將於本周六結束，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
員協會昨日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建議書，建議特首
普選階段以兩輪投票方式產生特首，即首輪取得過
半數或以上有效票數者當選，否則取得最高票數而
不足半數的兩名候選人在第二輪投票中再以簡單多
數制重選，最多票者當選。

「入閘」需120票推薦 上限150
專資會昨日公布的政改建議書指出，在提名階
段，合資格人士取得提委會總人數十分之一（即
120人）具名推薦，即可「入閘」；而參選人最多

只可獲取150名提委推薦，以讓更多合資格人士可
接受提委會提名。
在「出閘」投票方面，專資會建議每名提委以不
記名方式投1票至3票，目的是容許提委有更多選
擇空間；取得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支持的最多票數的
首3位參選人，即可「出閘」。
不過，提委會就提名而進行的投票，過程可能出

現不同情況。專資會建議，若在提委會首輪投票，
僅得1名參選人取得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支持，該名
參選人將成為正式候選人，否則，提委會需進行第
二輪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取得提委會過半數委員
支持的最多票數的首2位參選人，亦可「出閘」。

在選舉階段，專資會建議特首候選人必須取得有
效票數的半數或以上才能當選。若首輪投票未有候
選人取得過半數有效票，則需進行第二輪投票，就
首輪投票中取得最高票數的兩名候選人再進行投
票，在第二輪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

容永祺：兩輪符民主原則
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香港專

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昨日指出，
專資會考慮普選階段是一輪或兩輪投票產生特首曾
有爭論，但最終基於會內的民主原則，建議兩輪投
票。
他強調，特首經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應具有相當認受性，將來施政會更加貼近民意
及具問責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張紫晨 兩
會報道）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和「十
三五」規劃將為香港帶來挑戰與機遇。有全
國政協香港政協委員昨日指出，香港要了解
和投入到國家的發展中，才能抓住機遇，充
分發揮香港的優勢。

應助人幣國際化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凱富能源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許智明昨日表示，香港整體上
對「一帶一路」了解和投入的程度還不夠。
香港應該抓住機遇，充分發揮人民幣結算平
台的優勢，這樣不僅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大有
好處，也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很好的補充。
他說，「一帶一路」是香港經濟發展難得

的機會，這個經濟政策的發展，最主要在
「帶」，香港應該把握好這個帶動發展的機
遇。他稱，隨着國家經濟發展強大，人民幣
國際化是必然的發展目標。香港作為人民幣
結算中心平台，有國際認同法律體系，香港
可充分利用這樣的經濟平台優勢，將是人民
幣國際化一個很好的補充。

容永祺盼「十三五」提升港地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

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透露，「滬港通」已經
通了，「深港通」將來也會通，兩地的股票
可以買賣，基金也互認了，現在是時候提升
鞏固香港的地位，故他今年的「兩會」提案
是，希望國家「十三五」規劃可以進一步支
持、提升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市場中心的地
位，包括允許香港的保險公司在廣東省先行
先試，香港的保險產品在廣東省也可以銷
售。他並希望內地保險公司也可以在香港成
立機構，保持香港保險種類的多樣性，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的「分保」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早前建議，在香港實施正在審
議的內地國家安全法。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全國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認為，若有需要，香港可自行就國家
安全立法。吳秋北則指「兩會」期間有很多議題值得關
注，焦點不應只集中在國安法。
范徐麗泰昨日表示，國安法初稿仍未公布，公眾未知道

相關內容，故不適宜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國安法是一部
母法，底下包含很多的法律，很全面及具原則性，如以納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引入香港，仍需要透過本地立法
才能成事，若有需要香港可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

吳秋北重申 爭取聯署是誤會
吳秋北則未有正面回應會否爭取聯署，提案將國安法引

入香港的議案。對於內地《環球時報》報道指他會爭取聯
署，他重申這只是一場誤會。他表示自己作為人代，有義
務履行責任，應該做的事都會做，又指「兩會」期間有很
多國家重大議題值得關注，若再討論國安法，大家的關注
就會只集中在國安法。

范太：港視需要就國安立法■陳清霞認為，
應當讓香港青年
對內地有更多的
了解。

高麗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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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左）昨天早上在北京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肖鋼會
面，圖為兩人於會面前握手。 中通社

▲梁振英（右三）昨天在北京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左
二）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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