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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協同發展是大灣區成敗關鍵
粵港澳應多方面作出安排 實現深度融合互動

深港合作共建國際大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熊
君慧 深圳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李望賢
深圳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
所長、教授孫久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創
新經濟的主引擎是深圳，深圳是內地市場
環境最好的創業創新型城市；香港是世界
上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是國際著
名金融中心。深港一水之隔，涵蓋了金融
中心和創新中心兩大主要功能，也是著名
的國際物流中心。所以，灣區發展的國際
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深港兩座城市。

戰略理論研討會昨日在深圳舉行，
來自香港、澳門、廣東、北京等地
的 20 多名專家學者齊聚為大灣區建
設建言獻策。多名與會專家指出，
協同發展是大灣區成敗的關鍵，三
地應在規劃、法制、人才要素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深圳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張利庠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 攝

流通等方面作出安排，實現深度融
合互動。
活動是由深圳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人
民大學深圳研究院主辦。

該

張利庠：實現要素自由流動
中國人民大學深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
利庠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覆蓋面積 5.6 萬
平方公里，人口一億多，關鍵是要實現要
素自由流動，通過制度的融合與互補、產
業鏈的開放與利益共享、人才的集聚與自
由流動、金融的開放聯通，實現灣區協同
平等發展。
他認為，大灣區應當建設以香港為核心
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以深圳為核心的
「硅谷」創業中心圈，和以整個區域為基
準的旅遊產業圈，其中深圳要重點瞄準通
訊設備、信息技術、智能製造產業帶，廣
州中部重點發展汽車、船舶、電子信息、
健康醫藥產業，珠海則可以生態旅遊、健
康營養、海洋工程、光電裝備等為突破。

楊英：以市場機制為主導
暨南大學教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
楊英也認為，大灣區的發展中需要讓要素
自由地流動，在上世紀 80、90 年代，香港
的製造業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湧進珠三
角，關鍵就是要素自由流動，人一放開，
物流一放開，要素就進來了，產品就出去
了。但《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 暨南大學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 廣東省
人大常委會委員楊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關係的安排》 （CEPA）框架下，粵港合作
關鍵是針對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
需要以信用為基礎，這就要求內地政策能
夠保持穩定，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
他指出，香港的發展以市場機制引領，
而內地則行政主導機制，需要解決這個運
行機制，否則兩地協調只能是空談。珠三
角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市場體制在不斷
完善，應該進一步往前邁進。

■深圳大學法學院憲法行
政法學科主任宋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港為龍頭 領灣區融入世界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大灣區城市群
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升級版。他分析，珠三
角城市群的重要方向是面向內地、帶動區
域發展進而解決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問題
為主要方向。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
的重要方向是面向國際、與港澳協同發
展，進而在全世界配置資源以解決經濟發
展的資源環境問題為主要方向。
展的資源環境問題為

即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作一些變
通，在知識產權保護、金融、城市規劃和
人才等方面，推出一些協同細則進行對
接，相信更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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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兩地先建軟法合作基礎
深圳大學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學科主任宋
明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經濟的規劃佈
局，法治的建設至關重要。但現在大灣區
發展最直接的挑戰就是灣區裡法律體系碎
片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系，尤其
是香港和內地，過往一直通過行政框架協
議的形式推進合作，但這種協議比較抽
象，兩地可先建立在軟法（指不能運用國
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規範）合作基礎
上，根據各自立法的優勢制定更細緻的實
施細則。
她認為，深圳在這方面有天然的優勢，
深圳擁有特區立法權，也一直在向香港看
齊，根據有關調查深圳的法制環境在廣東
城市中排名第一，有些領域甚至超過了香
港。而深圳前海亦在法治方面有一定的改
革空間，可以突破上位法（法分為三類，

英媒：華人出境遊支出料增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據央廣網報道，英國
《金融時報》旗下的《投資參考》近期調
研中國出境遊客，面對經濟情勢趨穩、辦
理出國手續流程簡化，以及低價市場吸
引小城鎮居民邁出第一次出境旅行，中
國出境遊客在過去一年明顯增加。《投
資參考》預估今年中國遊客在出境遊期
間的總支出將達到 2.3 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約合港幣 2.7 萬億元），比去年增
長 11.8%。
超過 61.8%的受訪者在過去 12 個月曾出

國兩次或兩次以上，比較去年的受訪者，
只有 52.6%的人有同樣的出國次數。出境
變得頻繁，使得每位遊客的平均出境次
數也從前年的 1.76 次爬升到 1.89 次。出
國旅行的成本降低，是飛行頻次提高的
原因之一。

外遊人數增長 簡化手續成推手
根據中國民航信息網絡的數據，國際機
票的價格比去年下降 10%。政府減少申請
過程的複雜度，也是出境遊人數增長的推

手。從去年 4 月開始，中國公民允許在居
住地申請護照，而不像以往回到戶籍地申
請，該項新規有利於白領工作者移動。
雖然中國遊客在出境遊期間的總支出增
長，但購物佔整體支出的比例下滑最多，
減少 15.9%，旅客也同時減少住宿、餐飲
和娛樂的支出。消費減少，反映出有經驗
的遊客，面對日益頻繁的假期，消費變得
謹慎。據該次調查，平均家庭年收入介於
20 萬 元 到 35 萬 元 的 調 查 族 群 增 長 了
18.1%，增幅最快。但這群人的海外旅行支

出平均減少了 15.1%，也是所有調查群體
中花費減少最多的人。
再看出遊地點，從調查來看，有愈來愈
多中國遊客造訪英國，其背後的原因是英
國政府簽證政策的放寬（開放兩年多次往
返簽），及自英國脫歐後，英鎊兌人民幣
的匯率下跌10%。
最受歡迎的目的地還是香港，訪港旅客
已逐步回升。與香港相反的是韓國，由於
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的爭議，有意願前往韓
國的中國旅客大幅減少。

龍捲風襲內蒙古釀 5 亡 50 餘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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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從高溫到多雨再到龍捲風，有着
「北京後花園」之稱的內蒙古自治
區赤峰地區，近期屢遭各種自然災
害，不過這一次最為嚴重，共有 5
人在龍捲風中罹難，50餘人受傷。
內蒙古赤峰市委宣傳部昨日發佈
消息稱，前日下午 4 時許，赤峰市
克什克騰旗和翁牛特旗遭受龍捲風
襲擊，此次災害主要波及了兩個鄉

鎮的四個行政村。截至昨日，此次
災害已經造成 5 人死亡，50 餘人受
傷，多處民房嚴重損毀。事故發生
後，受傷人員均已送往醫院進行救
治，目前受災民眾得到妥善安置，
救災工作正在展開。
有民眾稱，龍捲風來臨後，當地
多個村莊的大樹被攔腰截斷，許多
村莊瞬間變成廢墟。龍捲風在內蒙
古已非
「稀客」
，從2002年迄今的15年

中，內蒙古自治區共發生較大龍捲風
10多次，對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造
成極大損失。
值得一提的是，內蒙古赤峰市已
遭遇兩次龍捲風襲擊。2007 年 7 月 2
日，赤峰市寧城縣兩村莊突遭龍捲
風和冰雹襲擊，造成一人死亡，8人
輕傷。此次5人罹難，也是內蒙古近
15 年來遭龍捲風襲擊死亡人數最多
的一次。

性侵中國交換生 美校華裔僱員囚六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美國
某校前對外交流項目華裔招生官楊雪松（Xuesong Yang）因連續性侵中國交換生，近日被判
處六年半監禁。據警方的報告，54 歲的楊雪松
在受害人 17 歲生日及之後的一周，先後在自己
的辦公室中對她進行了三次強姦，並加以脅迫，
不然就將她送回中國。
據報道，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春田分校前對外

交流項目華裔招生官楊雪松因在 2016 年 8 月強
姦一名未透露姓名的17歲中國交換生，近日被判
處六年半監禁，外加五萬美元罰款，沒收護照。
據警方的報告，另有已畢業的男生也被其他
學生曝出曾與楊雪松有性行為，目前暫未掌握
確鑿證據。
據稱，楊雪松自 2013 年 9 月被學校僱用，成
為招生顧問和學生顧問，負責中國留學生的招

兩岸親歷者在滬分享抗戰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紀念全民
族抗戰爆發 80 周年暨「八一三」淞滬抗戰
80 周年座談會昨日在滬舉行。來自海峽兩
岸的抗戰親歷者及後裔、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從不同的歷史視角同與會者分享了所

孫久文續稱，粵港澳大灣區更多強調
國際化經濟，可以更深度地加深香港與珠
三角其他城市的融合，以香港為龍頭，引
領灣區經濟整體上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早
在 10 年前，就有相關研究機構和專家提
出「深港合作共建國際化大都會」，「即
使迄至今天，我認為仍然是最好的選
擇」。
他認為，深港首先應該同城化，加強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減少人為障礙，讓人
員來往更加便利，經貿關係更加暢通；二
是相向發展，以深圳河為紐帶，以前海區
域為核心，發展深港共建的自貿商務區；
三是產業融合。目前，普遍認為香港產業
空心化問題很大。「香港是製造產業空心
化，並不是什麼產業都沒有。」他說，正
因為香港當前的產業優勢在金融、地產、
貿易和商務服務，就更需要與大灣區的製
造業地區特別是深圳實現融合，為這些地
區走向國際化經濟服務。

見、所聞及所思。
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朱純表
示，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黃埔師生
用自己的行動踐行孫中山先生的教誨，用
鮮血和生命詮釋了民族大義和浩然正氣，

生事務，合同期三年。
上述性侵案的受害女生在接受調查時告訴警
方，自己並不是唯一的受害人；此前，他曾利
用自己的身份便利對多名學生實施性侵。楊雪
松曾威脅中國留學生稱，自己可以更改他們的
成績並把他們送返回國。同時，楊雪松還掌握
撤銷學生及其家屬簽證的權力，因而受害學
生感到害怕，不敢反抗或舉報他的罪行。

為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注入了堅實和鮮活
的內涵，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日
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
要貢獻。
朱 純 表 示 ， 紀 念 全 民 族 抗 戰 爆 發 80
周年，就是要從中汲取精神力量，尤
其要促進兩岸同胞共襄和平發展局面、

■華裔招生官楊雪松因連續
性侵 17 歲中國女交換生被
判囚六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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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平發展成果，共同致力於祖國和
平統一。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
高小玫說，「八一三」淞滬抗戰，是中國
全民族抗戰爆發的第一場大的戰役，也是
上海地方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沉重打擊
了日軍的侵略氣焰。

雄安新區 102 人
涉非法排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大鵬 河北報
道）河北警方在雄安新區三縣開展打擊污
染環境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查處 79 宗非
法排污案，涉案人員 102 人，其中刑事拘
留15人，行政拘留87人。
當地警方稱，近日正在雄縣污水處理廠
非法排放超標廢水的疑犯趙某被當場抓
獲。經檢測證實，廢水中重金屬鉻超標 7
倍、鋅超標81倍、鎳超標157倍、銅超標
280倍。
警方查明，雄縣中秋金屬配件廠，生產
中產生大量工業廢水。廠長趙某，在明知
廢水重金屬超標情況下，指使檢測員偽造
檢測合格單，向污水處理廠非法排放廢
水。至案發時，累計非法排放廢水約
1,670 噸，直接進入馬莊幹渠，流入大清
河，造成環境污染。
國家工作人員雄縣自來水廠副經理閆
某、河北某環保公司副經理李某、雄縣污
水處理廠廠長張某，直接參與或幕後幫助
協調實施了非法排放。當地警方稱，以上
三機構都具有國家賦予的監督職能。這些
部門的負責人，在收到一些生產企業的賄
賂後，淪為破壞環境的幫兇。

陝高速交通事故調查組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陝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別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組昨日在陝西西安成立，
並召開全體會議。在全體會議上，事故調
查組組長、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徐紹
川等對事故調查及相關工作進行部署，深
入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有效防範堅決遏
制重特大事故。
會議要求，事故調查組要依法依規、嚴
肅認真地做好事故調查處理工作。各地
區、各部門要強化道路交通安全監管。
8 月 10 日晚上 11 時許，陝西安康市境
內發生一宗特別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已造
成36人死亡、13人受傷。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今日暫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