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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十九大報告港澳論述全面充分

������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望賢 北京報
道）深圳市社會主義
學院副院長譚剛是深
圳「粵港澳大灣區」
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他指出，當前在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中，以
科技創新為重點逐漸
成為大家的共識，以

科技創新為基礎推動，也能更好地整合三地
的優勢。
譚剛指出，香港的科技創新發展也有自身

的基礎。香港高校在全球排名靠前，其原創
研發基礎和科技理論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
都有獨特的優勢。香港回歸以後，跟廣東的
科技合作已打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以大疆
科技為代表，香港的研發成果在深圳實現產
業化已成典範。
譚剛說，這種合作模式，在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中也逐漸擴散。佛山等城市陸續繼續
提出要進一步加強與深圳和香港在科技方面
的聯動。在他看來，構建廣深科技創新走
廊，以廣深三條交通幹線為軸，連接中間重
要的科技創新園區，相當於把大灣區範圍內
科技創新能力最強的珠江東岸城市連起來，
將進一步增強廣東的科技創新實力，也拓寬
了粵港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合作空間。

技術問題待解 應建協調機制
譚剛認為，未來大灣區範圍內廣東幾個城

市應當梳理各自的主導產業優勢，在適度競
爭中錯位發展。但粵港澳三地涉及「一國兩
制三法系四法域」，有許多技術問題需要解
決，他建議，大灣區應當成立一個高層級的
領導小組，構建跨行政邊界的協調機制，解
決這些問題。

■譚剛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連接珠江東岸
拓寬合作空間

科創走廊添翼 大灣區變硅谷
整合廣深沿線創新資源 穗深莞三城各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北

京報道）科技創新逐漸成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重點領域。習近平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報告中提出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

港、澳門互利合作。在昨日舉行的

廣東代表團開放日中，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深圳

市委書記王偉中表示，正在推進的

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將整合廣深沿

線為主軸的創新資源，打造「中國

硅谷」，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重要舉措。

♢♢

王偉中介紹，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以廣
州、深圳和東莞三個城市為主，各有

優勢和發展側重。

加快整合港口 建樞紐性城市
廣州由於有高校科研院校集聚優勢，將
定位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創新中心
城市和國際科技的創新城市。而東莞有發
展製造業和工業園區集聚的優勢，力爭建
成全國和國際影響力的先進製造城市，以
及國家粵港澳台創新創業基地和華南科技
成果轉化中心。深圳則有高新技術企業集
聚，市場化程度高，營商環境相對較好，
將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具有
全球競爭力的創新示範區。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州市委書記
任學鋒表示，廣州將加快樞紐性城市建
設，進一步加快整合廣州和佛山、東莞、
中山以及周邊的港口資源。任學鋒還提
到，十九大報告對自貿區也提出了明確的
要求，要探索建立自由港區。廣州南沙自
貿區有800平方公里的開發面積。廣東省
委已經確定將南沙建設為對外開放樞紐門
戶，將來也將在南沙探索建立自由港。
對於投身創新創業的香港青年，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將帶來更多機遇。「80後」

港青陳升數年前北上深圳創業，在前海成
立前海學學科技有限公司，主營業務是解
決物流配送的「最後一公里」以及進口零
食電商平台，創業不到一年，即獲首輪融
資5,000萬元人民幣。

赴深港青力讚當地創業氛圍
陳升表示，香港加深圳的創業模式，能

夠形成一個大的創業生態匯集，香港青年
在這裡，既可以對接內地市場，也可以走
向國際市場，有多重選擇。他認為，內地

創新創業方面，無論是氛圍還是資金都比
香港有優勢，他如今是深港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運營總監以及hongkongOS平台發起
人，基地已經吸引了超過30個香港團隊。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他希望能夠盡快有

實質性推進，帶動粵港合作進一步深化，
例如在人才認定、兩地資金互通等方面，
能夠有所突破。他指，目前粵港兩地的融
資資金無法互通，香港創業團隊在內地融
資後無法在香港使用，建議允許一定額度
的資金自由進出。

力爭補齊三短板 建高質小康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北京報道）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既要決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要開啟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廣東作為內地經濟
大省，每年GDP總量等指標均名列前茅。
對於廣東會否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東
省委書記胡春華昨日在廣東團媒體開放日回
應稱，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條件比較好，
但仍有不少短板，下一步將補齊短板，建設
高水平高質量小康社會。
廣東省長馬興瑞在昨日介紹了廣東經濟發
展成績，廣東2016年GDP總量接近8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佔了中國GDP比重
超過10%。廣東在外貿總量上連續5年超過
6萬億元，佔全國外貿總量四分一。

地不大人口多 環境問題突出
「雖然廣東全面建成小康條件比較好，但
目前還有短板。」胡春華表示，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願。
他提及目前廣東仍有三塊短板需要補全。首
先是農村建設，廣東計劃用10年完成新農
村建設任務；第二是基層醫療設施嚴重不
足，廣東今年已經開工45家縣第二人民醫
院，同時對縣中醫院和婦幼保健院進行改造
提升，此外還對鄉衛生員和村衛生所進行標
準化改造；第三塊短板則為生態建設，雖然
廣東生態整體看起來不錯，然而廣東總體面
積不大，卻又有1.1億常駐人口，造成環境
上存在突出問題。「我們希望在大氣達標的
基礎上，下一步集中治理小流域的水污
染。」胡春華說。

自
貿
區
優
惠
多

力
吸
港
才
北
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北京報道）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廣東自貿區三個片區也成為
粵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吸引了
眾多港企和香港青年。走進前海
合作區，來訪者很快發現區內路
牌字體多是在香港常用的繁體
字，在這裡，港資企業不僅一天
內就能辦全企業註冊手續，還可
以享受深港跨境通關合作，即採
用陸路跨境快速通關和先入區後
報關模式，疊加「安全智能鎖」
和「智能化卡口」措施，企業入
區貨物通關時間縮減70%以上，
節約貨運成本超過10%。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主任

田夫表示，「深港合作」是前海
自「出生」起就被賦予的重要定
位。為幫助香港服務業拓展空
間，前海合作區成立以來累計面
向港企出讓土地14宗，面積33.5
公頃，佔比 47.1%，建築面積約
248.2萬平方米，佔比50%。

前海夢工場孵化逾百港團隊
前海的深港人才合作也實現了

重大突破，註冊稅務師、會計
師、房屋經理等10多類香港專業
人士可以在前海直接執業。2013
年設立的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目前已累計孵化創業團隊 236
個，其中香港團隊 118 個。目
前，前海還建立了深港兩地政府
常態化會晤機制，形成香港「諮
詢—監管—社會參與」多層面參
與前海開發建設的交流合作機
制。
據悉，截至上月底，片區累計

註冊港資企業4,747家，註冊資本
4,244.36億元（人民幣，下同）。
僅上半年，註冊港企實現增加值
177.35 億元，佔片區的 19%；納
稅59.48億元，佔比31.3%；完成
固定資產投資 66.75 億元，佔比
35.4%；實際利用港資18.93億美
元，佔比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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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日報》
報道，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回答記
者關於自貿試驗區建設以及籌劃建
設自由貿易港相關問題時表示，自
貿區建設，上海走了三步。2013
年9月上海自貿區掛牌，我們稱之
為1.0版；2015年中央批准深化自
貿試驗區方案，這是2.0版；今年
5月，中央深改組正式批准全面深
化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
這是3.0版。
韓正說，自貿區核心任務是制度

創新。經過這幾年改革，已有100
多項創新制度在全國推廣。關於自
由貿易港，我們就是按照中央部
署，做好方案，現在只是在籌劃階
段，最終方案必須經過中央批准後
實施。

在回答記者關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相
關情況時，韓正表示，上海金融改革和發展
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行的，這是一條基
本遵循。

■韓正出席代表團討論。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習近
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表示，要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
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
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的交流合
作，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強調，中共十九
大報告對港澳的論述非常全面和充分，
也是中央向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
報告強調中央對港澳特區有全面管治
權，與港澳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兩者
之間不矛盾。他指，香港有些人對「一

國兩制」的理解比較片面、不準確，所
以習近平的講話是有針對性的。

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不矛盾
張曉明昨日下午出席中共十九大分組

討論會議。他在會議前後回答記者問題
時表示，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了中央對
港澳特別行政區有全面管治權，與港澳
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兩者
之間不矛盾，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回歸
祖國的時候，香港政權移交不僅僅是空
洞的主權，不僅僅限於國防、外交這些

事務，包括整個香港的治權在內，主權
和治權是不能分開的。」
他續說，中央根據「一國兩制」方針

和香港基本法，把中央對香港享有的全
面管治權的一部分，授予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際上是一個授權的關係，而基本
法本身也是一部授權法。
被問到報告提到全面管治權是基於什

麼情況，張曉明指，習近平在報告中強
調，對「一國兩制」要有全面、準確的
理解。現在香港有些人對「一國兩制」
的理解比較片面、不準確，所以習近平

的講話是有針對性的。他呼籲港人與其
猜測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會否收緊或放
寬，不如花時間認真看看習近平的報
告，因為報告對港澳的論述非常全面和
充分，也是中央向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
承諾。
對報告指香港要有序推進民主，張曉

明認為說法跟以往是一樣，都是要依照
基本法的規定，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循
序漸進地向前推進。他又說完成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
任。

■張曉明指，香港有些人對「一國兩
制」的理解比較片面、不準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駿 攝

■■田夫表示田夫表示，「，「深港合作深港合作」」是前海是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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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廣東代表團昨日對十九大廣東代表團昨日對
媒體開放媒體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駿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駿 攝攝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已累計孵化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已累計孵化
香港創業團隊香港創業團隊118118個個。。圖為香港學圖為香港學
生參觀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生參觀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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