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刊
第
199
期

全
國
政
協
授
權
香
港
文
匯
報
主
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責任編輯：任芳頡 ■版面設計：董美、任芳頡

A25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上海兩會聚焦滬港共同發展

北京副中心建設應借鑒香港經驗北京副中心建設應借鑒香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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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指出，建設城市副中心要「以最先進的理念、最高
的標準、最好的質量」，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堅持

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要發揚工匠

精神，精心打磨，打造讓人眼前一亮的精品力作，規劃建
設與先進技術結合；要消除「大城市病」，既傳承歷史文
化文脈，又富有時代特徵的人文精神，更具創新創業活
力。

行人天橋網絡便民疏堵
北京市政協委員、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李家誠

建議，在行政副中心各功能區的內部規劃中，注入「解決
市民上下班最後一公里困難」元素。他希望能借鑒香港做
法，以功能區內的交通樞紐或節點作起點，規劃興建若干
輻射半徑不超過一公里，由「行人通道」和「行人天橋」
構成的步行道，提高區內「無縫銜接」公共交通的程度，
讓市民今後選用公共交通，都能利用這些方便、快捷、舒
適的步行道上下班。
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胡百全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鄭慕

智亦提出了香港的天橋及地下通道經驗，「將重點大廈連
接，行人可在區域內步行和活動，既可減少車輛在此區域
的污氣排放、又可降低北京寒冬外出行走的幾率。」

優質教育醫療資源要同時轉移
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香江國際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執董

楊莉珊亦在發言中指出，運輸網的設計應將地鐵和交通場
所及建築群相連接，增加地下通道的使用率和商業價值，
增加樞紐和重要的設施，並確保每一項設施擁有足夠的停
車、行車空間。她稱，從建設開始就要特色鮮明地把通州
新城規劃和建設為綜合性、獨立性、可持續發展、充滿活
力的城市社區，為居民提供一種高端的生活模式和工作基
地。
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恒豐集團執董江藍則認為，通州

作為城市副中心的目標是為北京分憂，之後才是區域發展
和經濟體協同發展的節點。「它應該是有示範價值的行政
區域中心，應有效地分流和節流北京市和城區的集聚人
口，但在轉移高端功能上，北京是否會將包括重點國企、
學校和醫療在內的優質資源轉移出去是關鍵。」她說，
「要相對擺脫傳統思維和行為定制上的決定，整個副中心
的設計和評估應該有高瞻遠矚的考慮。」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今年的上海「兩會」，眾多港澳委員以獨特香港視
角，為滬港兩地共同發展建言獻策，其中，自貿區、科
創建設、經濟發展等多個議題成為了關注重點。更有不
少港區委員提案被表彰，正如上海市政協港區委員、香
港荔園有限公司主席邱達根所說，滬港兩地可利用各自
優勢經驗互補發展，共建成長平台。

兩地共促科技創新
上海正加快科創中心建設，邱達根表示，滬港兩地均
擁有良好的科研基礎，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制去保護知識
產權，上海則擁有華東地區龐大的市場以及優秀的人才
庫和大學資源等。但國際知名的科技應用中，擁有香港

「身份」或上海「核心」的卻寥寥可數。兩地應把握良
好勢頭及創業氛圍，共同加大科研投入，縮小科研鴻
溝，引入全球頂尖的專家等，真正發揮兩地互補的優
勢，促使創新力量成為下一輪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亦直言，香港目前缺乏一
個完整的應用科技發展的生態系統，且難以在高端技術
的發展上與他人競爭，滬港在科技創新及產學研合作方
面存在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他表示，希望香港和上海聯
合資助項目、聯合培養人才、聯合轉化成果。同時，加
大鼓勵滬港合作，尤其是智慧綠色科技和產業等方面。

冀滬港多領域互利
香港金融青年會主席張永康則表示，隨着自貿區的設

立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其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日益鞏固。他建言，上海可以吸引更多香港人
才來滬投資發展，增進兩地進一步交流合作，實現雙方
互贏、共同發展。
滬港在國家戰略中都肩負着重要責任，在許多領域可

以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張永康說，例如在身份認證方
面，上海可以參考香港發放非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做法，
允許在上海生活學習的中國籍香港居民申請身份證，為
他們提供一些就業、生活上的便利。同時，在某些領域
給香港人提供一些綠色便利通道，從而與其他「外國
人」有所區別，如在創業、購房、投資、金融等領域，
並吸引更多香港人才往上海投資發展，為滬經濟發展提
供基礎。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趙臣
合肥報道）安徽省政協會議期間的港澳委員
與列席台胞和僑胞代表座談會上，來自不同
領域的港澳委員積極發聲，從加強經貿文化
交流合作、優化外貿發展環境、吸引外僑在
安徽創業等方面提出建議，獻策安徽經濟、
文化發展。

加強皖澳經貿交流
安徽省政協常委、香港遠航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桂四海表示，安徽提出了打造內陸開
放新高地的目標，但投資者在安徽投資的具
體操作過程中，常常感到各個層面的開放意
識不夠強，對於扶持外貿企業和物流企業，
營造便利的投資環境等方面存在不足。為
此，桂四海建議安徽各級部門，加強開放理
念的輔導，到沿海區域和發達地區學習取
經，加大相關業務部門能力的培訓，營造全
方位、立體式的開放發展環境，更好地融入
國際發展大局。
安徽省政協常委、澳門華力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陳永傑表示，安徽的文化走
出去，增加港澳地區及海外對安徽的了解，

進而可以帶動安徽的經濟走出去。陳永傑建
議通過加強皖澳文體交流，進一步加強安徽
與葡語系國家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陳永傑介
紹，黃梅戲是安徽的文化精品，港澳市民有
很多人很喜歡傳統的黃梅調，而黃梅戲劇院
上一次去澳門演出是2013年，近年來此類文
體交流活動較少，希望類似的活動和演出可
以多組織，進而增加兩地之間的交流與感
情。

籲推外僑安徽落戶政策
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胡良利珠寶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胡劍江，在安徽大力發展高新技
術產業、吸引尖端科研技術的外僑到安徽創
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他表示，作為全國重要的創新城市，合肥

有着較強的科技基礎，今年，國務院僑辦批
准創建的第11個「僑夢苑」暨僑商產業集聚
區又落戶合肥，安徽應抓住這一後發優勢，
不斷增加科技及創新創業氛圍，推出系列引
入外僑在安徽落戶的政策，充分發揮外僑在
科技、人力、財力等方面的優勢，助力安徽
科技發展。

徐正文：盼港澳台學生享國民待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任芳頡，實習記
者張碧輝北京報道）作為台灣中華黃埔親友聯誼會常
務副會長、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北
京市政協委員徐正文常年致力於兩岸青年溝通交流，今
年北京兩會，徐正文依然關注着港澳台生落實國民待遇
等問題。
目前多數台灣學生來大陸就讀大學畢業後，由於教育

學制不同，無法順利回出生地就業，造成他們必須在大
陸就業。而目前大陸地區事業單位及國企單位的編制對
港澳台生進入門檻非常高。徐正文認為，可試辦事業單
位聘用港澳台人員管理辦法比照國民待遇，在事業單位
以及國企單位的編制上給予在大陸畢業的港澳台生或港
澳台事業單位人才職缺。

事業單位應開放編制崗位
他指出，開放港澳台生給予國民待遇，將港澳台生納

入編制人員取代現有約聘制度，讓港澳台人員可以通過
參加公開招聘應聘到事業單位，使港澳台事業單位人員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內就業與大陸普通高校畢業生在工資
福利、社會保險、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同
時，此舉也可引進專業人才，促進多元化學術交流。
此外，對於目前卡式台胞證在多數大陸地區購買高鐵

票時，無法通過高鐵站的自助售票機購買高鐵票，無法
領取網絡購買的車票的問題，徐正文建議，盡快落實有
利於台灣民眾在大陸交通方面更便捷的實施辦法，開放
台灣人憑卡式台胞證在高鐵站購票取票機制，在細節裡
建立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減少台灣人民的心裡隔閡，推
動兩岸的和平互動與密切交流，使兩岸和平永續發展。

倡吸引「北漂」港青參與東北振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于珈琳瀋陽

報道）政協瀋陽市十四屆五次會議期間舉行的港澳
委員座談會上，近日履新的遼寧省瀋陽市市長姜有
為聽取了十餘位港澳委員對瀋陽市打造國際化營商
環境的建議，並就港澳委員在城市規劃、青年創
業與香港加強合作等領域提出的問題作了解答。委
員建議，目前有不少香港青年做了「北漂」，兩地
應加強在人才引入上的合作，讓更多港人參與到東
北振興中。
近來，東北特別是遼寧的振興發展獲得多方關

注。座談會上，包括新世界中國地產（東北）區域
董事劉松燦、百事（中國）投資公司CEO（香港）
施振康、香港泰盈集團董事長楊小輝及香港文匯報
助理總編輯暨嘉華在內的多位港澳委員就瀋陽作為
東北區域中心城市的建設發展提出了很多針對性的
建議。

市長：瀋陽經濟已觸底企穩
姜有為表示，總體上看，瀋陽經濟已顯示出觸底
企穩回升的趨勢，振興發展也將從國際化戰略、區
域經濟一體化、城市空間優化、產業多元發展、人
的現代化五大戰略全面鋪開。特別是在打造國際化
營商環境上，瀋陽目前已先後開展了五方面的專項

整治行動，節奏快、成效顯著。
在瀋陽營商已超20年的劉松燦在談到瀋陽營商環

境打造時表示，非常看好瀋陽未來會展經濟前景，
並分析目前此間會展市場現狀認為，新世界集團未
來在此整合會展資源時也將帶來香港先進的會展人
才及理念規劃，將提振此間經濟。
香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暨嘉華則從人才引入的角

度提出，瀋陽市政府應繼續加大與香港的合作，利
用好已有的工業產業優勢，大力吸引科技型人才北
上。旭雲投資控股公司董事長陳國平也對瀋陽市政
府推行的「盛京人才」計劃很感興趣，他說，目前
香港青年中也出現不少「北漂」現象，希望政府能
夠盡快出台具體舉措，吸引優秀香港青年注入。

河南：發揮好港澳委員「雙重」作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劉蕊鄭州報

道）河南省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14日下午在鄭州開
幕。河南省政協主席葉冬松在作工作報告時提出，
2017年將加強與港澳台僑同胞的聯絡交流。探索支
持港澳地區委員發揮「雙重」作用的有效方式，加
強與台灣有關黨派團體，民意代表交流溝通，密切

同歸僑僑眷，海外僑胞的關係，為河南省改革發展
凝心聚力。回顧2016年工作時，葉冬松說，河南省
政協優化港澳台僑資企業發展環境，組織港澳委員
圍繞發揮「雙重」作用、為「一帶一路」戰略作貢
獻等議題進行座談交流，並深入僑資企業進行考察
調研，協調有關部門幫助僑資企業解決實際困難。

北京市副中心建設全球矚目，在北京兩會期

間，新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北京市代市

長蔡奇與港澳委員、港澳台僑工作顧問進行了一

場頭腦風暴，共商高標準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

座談會上13位委員、顧問紛紛建言獻策。其中，

如何借用香港行人天橋及地下通道的既有經驗，

建設通州城市副中心，「打通上下班最後一公

里」成為熱度頗高的話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朱燁朱燁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
道）貴州省政協委員、香港銳興集團董事長程燕近日
在貴州省兩會上表示，貴州特色商品在香港展銷期
間，以晴隆、羅甸玉石為代表的「貴州玉」概念在香
港橫空出世，一炮打響；刺梨乾、苦丁茶等大山裡的
「土產」，搖身一變成了受人追捧的「明星」，靠着
無公害、綠色、有機，價格扶搖直上，展現不俗實
力，她認為黔貨進港很有潛力。黔貨進港潛力大，希
望進港黔貨要標準化高質量有特色。
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月7日，香港裕華國貨
與貴州海外聯誼會聯合在港舉辦了「第二屆多彩貴州
特色商品展銷月」。該展銷活動為香港市民送上精挑
細選的貴州地道商品，包括膠原蛋白豐富的雪蓮子；
藥用植物杜仲、天麻、靈芝；苗族銀飾、南紅瑪瑙、
天然金絲楠木等傳統特色工藝品；貴州三大名茶之
一、俗稱「雀舌茶」的都勻毛尖，還有各種食品、調味
品和民族服飾等。程燕稱，短短幾天，上百家貴州企業
500多種特色商品就被搶購大半。天麻、杜仲、靈芝等
名貴中藥材持續走紅。

擴大姊妹學校黔港交流
程燕續稱，黔貨進港應該增加更多有特色的東西，如
刺繡品、銀器、金銀花、薏仁米等。貴州應該注重產品
的深加工和質量把關，做到產品品牌化、國際化，應該
把這些綠色產品打出去。下一步希望把貴州的產品在質
量方面做得很標準、把質量這一關把好，把產品國際
化。
此次政協會議，程燕還帶來了文化交流方面的提案。

她說，在文化方面，部分港區委員一直在做「締結姊妹
學校黔港交流」的工作。「我們還會持續做下去，讓香
港和貴州中小學生多多交流、交朋友。把香港的部分學
生帶到貴州來，讓他們感受貴州的多彩民族風情，把貴
州的一些學生帶到香港去，讓他們感受香港的教學方
式，體驗國際化的教學方式。」
原香港瑞安集團執行董事、瑞安建業副主席，九屆、

十屆、十一屆貴州省政協常委蔡玉強說，希望貴州繼續
打好生態牌，繼續加大開放發展力度，繼續優化投資環
境。作為較早進入貴州的香港企業代表，蔡玉強的講話
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認同。

貴州要打好生態牌
關於打好生態牌，蔡玉強提出，貴州要拒絕污染打好

生態牌，要加強國際旅遊人才培養，多開展旅遊推介，
發展全域旅遊，既要發展也要青山綠水。關於繼續打好
開放牌，蔡玉強說，去年8月，貴州獲准設立內陸開放
型經濟試驗區。他說，要破解開放型經濟難題就要借助
港澳地區面向海外、國際化經驗豐富的優勢，把港澳和
貴州優勢結合起來，要敢於大膽嘗試，不斷擴大開放領
域。具體實操，則建議進一步加強貴陽綜保區和貴安綜
保區建設，在綜保區內設港澳園區，並希望能在遵義、
六盤水、銅仁等市州設立航空口岸。
蔡玉強亦指出，涉及外資項目的行政審批事項，在貴

州還存在部門之間政策不配套、辦事效率不高等問題。
蔡玉強同時表達了對政策的連貫性的擔憂，希望多組織
海關、工商、稅務等涉外部門，派員到港澳學習培訓，
以期更加熟悉外資事務，提高工作效率。

黔貨進港大有可為

■■姜有為與港澳委員共商瀋陽振興發展姜有為與港澳委員共商瀋陽振興發展。。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 攝攝

■■徐正文為北京市政協工作點讚徐正文為北京市政協工作點讚。。 記者任芳頡記者任芳頡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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