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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嘉儀）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率領一行17人的訪粵代表
團，昨日完成一連兩日的訪問行程。民
建聯向廣東省政府人員提出4大關注及
13項建議，主要探討粵港兩地的經濟合
作模式，交流民生及工程發展的情況，
加強青年工作及幫助專業人士在內地的
發展。李慧琼形容，是次訪問「行程豐
富、收穫豐富」，並期望將來能與廣東
省有更緊密的溝通，繼續推動兩地的合
作發展。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監委會主席盧文
端、會務顧問譚耀宗、副主席陳勇、陳
克勤和周浩鼎等17人，在訪問期間先後
拜會了廣東省政府、港澳辦、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以及統戰部，獲得中央政治局
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會見，及與
廣東省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廖京山、廣
東省發改委副主任鍾明及廣東省統戰部
副部長李煥春等官員會面。

李慧琼：商討推進服貿自由化
民建聯是次向廣東省政府提出4大關

注及13項建議。李慧琼指，會面的第一
項重點，是加強兩地經貿合作，應對經
濟下滑風險。廣東本年的本地生產總值
增加了7.7%，比去年的增長略低。環球
經濟疲弱，下行壓力大，內地正面臨成
本增加的挑戰。有見及此，民建聯以堅
定不移的精神，支持推動粵港經濟合
作，應付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
她續指，已與廣東省政府官員商討，

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讓兩地能進一步
與海外市場接軌，並鼓勵兩地居民在自
貿區創業。她表示，民建聯樂意擔當訊
息中心，把廣東省的政策發放給香港商
界及專業服務界，方便港人在粵發展。
今次訪問的第二項重點，是與廣東省

政府交流民生及工程發展情況。李慧琼
特別提到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計劃，關注廣東省空
域管制情況。在港珠澳大橋方面，粵港澳三地政府
已組成了「跨界通行政策協調小組」，研究讓香港
的私家車毋須取得兩地車牌下使用大橋的可行性。

周浩鼎:擴展前海青年夢工場成功經驗
周浩鼎表示，是次行程倡議加強青年工作，正研

究增加香港青年的內地實習名額，並設立青年交流
培訓基地，建議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成功經驗
加以擴展，製造更多多元化的創業機會。
他續說，是次訪問還談及專業人士在內地的未來

發展。現時，前海內地的律師事務所與香港相關團
體有聯營業務安排，但港人需要有內地會計師牌才
能打進內地，期望兩地能有更暢通的安排，促進法
律及會計界的專業人士在內地的發展。

粵積極回應 望日後加強聯繫
李慧琼總結指，今次訪粵行程收穫豐富，粵港雙

方就經濟、民生及人才交流發展等議題上有充分的
討論，並獲得廣東省政府正面和積極的回應。她期
望日後能與廣東省政府代表作更緊密的溝通，繼續
推動粵港兩地的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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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加強東盟合作促物流服貿
梁振英談雅加達設經貿辦冀與印尼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

梁振英在周三及周四訪問印尼，分別與印尼總統佐
科．維多多及副總統尤素夫．卡拉等會面，大家同

意進一步加強在商貿、投資、專業服務、旅遊等範疇的
合作，提升香港與印尼的雙邊關係。梁振英昨日在與傳
媒高層茶敘時表示，他是次訪問印尼涉及三個層面的工
作，一是加強和印尼的合作，二是關於香港東盟十國有
關自由貿易協定的討論，三是希望與印尼在國家「一帶
一路」戰略下做好五個「互聯互通」。

港與印尼貨貿大有合作空間
他指出，印尼是東盟一個主要的成員國，而人口和經

濟總量來說，佔了東盟的40%。東盟十個成員國的經濟
發展速度都相當高，東盟作為一個集體，去年與香港的
貨物貿易總額達到1,000億美元，但香港與印尼的貨物
貿易總額只有50億美元，雙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尤其
是在服務貿易方面。
梁振英說，在他訪問印尼時，雙方正式就香港特區政府
在雅加達設立經貿辦達成協議，這是一個突破。他希望辦
事處能盡快成立，具體的安排仍待雙方討論。未來，雙方
還會有更多「政府對政府」、「企業對企業」的溝通。
梁振英表示，他此行並拜會了在雅加達的東盟秘書處

總部。東盟十國十分重視香港，例如今年4月東盟在馬
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高峰會，香港是唯一在場「活動」的
非東盟地區，他並與星、馬、泰、緬甸、柬埔寨和老撾
六國舉行了六場雙邊會談，他們都對香港的金融服務，
特別是人民幣業務特別有興趣。他認為，東盟十國有不
少基建大計，香港在營運管理，鐵路及物業策略等，以
及在國際合同談判、草擬以至爭端排解方面都有優勢，
「這是現時提供這些服務的新加坡所無法cover晒的。」

海外設更多經貿辦受限人手
他坦言，香港是開放型經濟體，在其他國家只有11個

經貿辦，是「落後於形勢的」，希望能夠克服。「我任
內出訪，親口提出希望香港在當地設立經貿辦的國家不
只印尼一個，但香港目前受人手制約。」
針對「一帶一路」，印尼對此十分重視。梁振英指

出，在「一帶一路」的五個「互聯互通」，即政策、設
施、資金、貿易和民生中，香港除了在經濟方面可以發
揮作用外，也可以在民生互通中擔負重要角色。
被問及特區政府早前提出設立「一帶一路」專責部
門，梁振英表示，香港在參與「一帶一路」方面，要得

到國家的支持、內地的配合，還有香港如何配合中央的
大策略等，「已經將（專責部門的）報告交咗畀中央，
家等緊中央決定。」

推廣超聯人功能林鄭結束訪澳洲

袁國強訪印尼
促司法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陝西報道）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昨日繼續在陝西的視察行程，昨日前往唐高宗
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視察。有人大代表表示，陝西西安

是中國著名古城，具
濃厚歷史文化氣息，
認為陝西省應加強開
拓年輕人的市場，
「遊覽西安是最好的
歷史教育。」
港區人代視察團昨

晨前往咸陽浩澤環保
科技產業園視察，該
公司為港資企業，去
年在港上市，主力研
發環保電器，例如可
透過手機程式遙距
「監察」家人飲水量
的水杯。人代馬豪輝
即笑言，太太在外亦
可隨時「督促」他飲

水，非常方便。
視察團其後前往逾千年歷史的唐代乾陵參觀，包括最

著名的唐高宗和武則天合葬之墓。港區人代、香港中旅

社榮譽董事長盧瑞安表示，陝西西安是中國古都，具濃
厚歷史文化氣息，遊覽西安是最好的歷史教育，可惜香
港年輕人對到內地旅行興趣不大。
他笑言，早前電視劇《武則天》播放時，吸引不少內
地人到西安旅行，觀賞歷史悠久的乾陵，陝西或香港的
旅行社不妨籌辦西安歷史文化深度遊，吸引年輕人參
加。

殷曉靜會合視察渭河治理情況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昨日在陝西會合人代視察

團，並一同前往西咸新區秦漢新城渭河堤視察治理情
況。渭河是黃河最大支流，全長818公里，陝境內佔512
公里。由於多年來上游水土流失嚴重、中游水污染惡
化，省政府於2011年啟動了渭河綜合整治工程，在抗禦
洪水、生態建設方面取得顯著成果，而且帶動了明顯的
產業聚集效應，工業園區開始在沿河佈局，為絲綢之路
經濟帶建設提供強大支撐。
有人代認為，陝西省可利用水利項目，把渭河各段自

然形態及歷史文化，打造成景觀河及致富河，以推動沿
岸產業升級轉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資深大律師聯同部分香港法律及仲裁專業人士代
表團成員，昨日與印尼總檢察長H M Prasetyo及司
法和人權部長Yasonna Laoly會面，加強兩地的司法
交流和合作。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兩地的司法交流
和合作，特別是與相互法律協助有關的事宜。
袁國強在會面中向Prasetyo表示，「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落實，他並強調法治和司法獨立均受香
港基本法全面保障，又向對方介紹了香港的法律和
解決爭議服務，特別是由多個香港和國際仲裁機構
提供的服務。印尼是香港的緊密貿易夥伴，香港一
直致力探討加強與印尼的司法合作。他和Laoly均
同意進一步加強兩地的司法交流和合作，特別是與
相互法律協助有關的事宜，及為兩地的法律和仲裁
界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和進一步增加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在昨日結束悉尼訪問行程前，在當地向各界推廣香港作為世
界一流商業城市的優勢。她指出，香港會繼續發揮「超級聯
繫人」的功能，協助世界各地的公司打入內地市場，及支持
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我鼓勵澳洲投資者善用香港作為開
拓內地市場的捷徑及亞洲的市場基地。」

鼓勵澳投資者善用港拓內地市場
林鄭月娥昨日在由亞洲協會澳洲中心主辦、於新南威爾斯
藝術館舉行的早餐會上致辭。她向來自各界的賓客表示，
「隨着香港加深與內地的經濟融合，我們會繼續發揮『超級
聯繫人』的功能，協助世界各地的公司打入內地市場。我們
亦會繼續以自由貿易的優勢、專業服務的專長及與國際全面
接軌的特點，支持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我鼓勵澳洲投資者

善用香港作為開拓內地市場的捷徑及亞洲的市場基地。」
隨後，林鄭月娥參觀新南威爾斯藝術館，欣賞館內展品，
其後探訪了將應特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與澳洲室樂團
於11月在港演出的悉尼舞蹈團。林鄭月娥在觀看排練時
說：「我很高興以精湛舞藝著稱的悉尼舞蹈團將來港演出，
並期待更多澳洲藝團來港獻技。」
林鄭月娥又與新南威爾斯州總督赫利會面並共進午餐，雙

方就促進多方面的聯繫交換意見，包括文化藝術、金融服務
及人民幣業務。下午，她拜會了中國駐悉尼總領事李華新，
並感謝總領事館為有需要在澳洲尋求領事服務的香港居民提
供協助。
傍晚，林鄭月娥為香港澳洲商會全國總會的商業成就獎頒
獎晚宴主禮並致辭，推廣香港作為世界一流商業城市的優
勢。

財爺冀文創產業成第五支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現時香港經濟
的四大支柱產業分別為貿易與物流、金融、
旅遊及服務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
示，若要新增第五個支柱產業，他希望是文
化創意產業。他又說，「一國兩制」下，香
港在內地任何新發展下是第一個得益，因為

香港是世界上最熟悉內地的地方。
曾俊華昨日在一個活動上與本港大學生對

話時表示，香港除了傳統四大經濟支柱，若
有第五支柱，他本人希望會是文化創意產
業。

舉例電影業 瞄準內地市場
他以電影業為例，「以前都做得好成功，

而在CEPA下香港電影若跟內地合拍，700萬
人市場就變成13億人市場，相信文化創意產
業也可以相當成功。」由於香港市場太小，
他鼓勵學生向外發展，特區政府將繼續推動
設計及文化藝術產業。

港雙重優勢 抓新發展機遇
曾俊華補充，在「一國兩制」下，加上有

良好營商環境及低稅率，香港作為橋樑讓外
商進入內地，同時助內地企業對外發展，因
此享有雙重優勢，且香港是世界上最熟悉內
地的地方，香港在內地任何新發展下是第一
個得益，希望港人把握機遇。

港商貿團下周訪中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下周一（9
月21日）將率領商貿代表團到中歐6天，訪問匈牙利布達佩斯、波蘭
華沙及德國杜塞爾多夫和法蘭克福，以加強香港與中歐國家的政商聯
繫，並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
曾俊華周一及周二（9月21日至22日）在布達佩斯期間，會與當地
高層官員會面，並出席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
及匈牙利總商會合辦的午餐會，介紹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策略下
的獨特優勢。在到達第二站波蘭華沙後，他將於周三（9月23日）與
當地財金要員會面並參觀華沙證券交易所，及在駐柏林經貿辦、貿發
局及波蘭總商會合辦的午餐會上致辭。
曾俊華其後轉到德國杜塞爾多夫，周四（9月24日）先到被譽為

「新絲綢之路」的渝新歐鐵路終點站杜伊斯堡港參觀，晚上出席慶祝
來往香港及杜塞爾多夫直航班機投入服務的活動。周五（9月25
日），他會在杜塞爾多夫出席商貿研討會，介紹「一帶一路」策略帶
來的商機，以及於駐柏林經貿辦及貿發局合辦的午餐會上致辭。曾俊
華同日下午會轉往法蘭克福，與當地商界領袖會面，並於周日（9月
27日）上午返抵香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曾俊華離港期間署任財政司司長。

■李慧琼總結民建聯訪粵稱行程豐富、收穫豐富。
曾慶威 攝

■■梁振英冀港與印尼在梁振英冀港與印尼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五個的五個「「互聯互互聯互
通通」」中擔當積極角色中擔當積極角色。。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政務司司長林鄭結束訪問澳洲，在總督府花園
與總督赫利交談。背後為悉尼歌劇院。

■袁國強與印尼司法和法律官員會面，討論加強雙
方司法合作。

■財政司司
長出席「香
港理工大學
──大學院
士協會」成
立典禮並致
辭。

■港區全國人代視察團昨日到渭河堤視察治理情況，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亦有出席。
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將

積極投入到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加強與東

盟十國的合作是其中一個重點。剛結束印尼訪

問並於昨日返港的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與傳

媒高層茶敘時表示，香港日前正式落實在印尼

雅加達設立特區經濟貿易辦事處，是在內地以

外的第12個海外經貿辦，這是一個突破，有

助香港與印尼加強合作，及與東盟十國商討簽

訂自由貿易協議，並希望與東盟國家的有關自

由貿易的安排可於明年落實。在協議簽定後，

為香港服務貿易及物流業等拓展更大的發展空

間，並在「一帶一路」的五個「互聯互通」中

擔當積極角色。

港人代倡陝吸港青遊西安學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