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 彩 重 溫 中央宣講團
在11月23日
至24日，為
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社會各
界人士、中央
駐港機構和中
資企業代表舉
辦了3場專題
講座，解讀十
九大報告的主
要內容。為加
強十九大精神
在香港社會的
傳導，中聯辦

網頁近日開設「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講
團」的專題，收錄了「冷溶王志民向特區政府高級
官員宣講十九大精神」、「易綱向香港社會各界宣
講十九大精神」及「冷溶王志民向中央駐港機構和
主要中資企業宣講十九大精神」3場專題講座的內
容，方便港人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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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訪佛聯宣講十九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任冷溶日前來港，向特區政府高

層官員解讀十九大報告。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指，講座

令特區政府官員更加了解國家未來

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有助落實及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及把握經濟

發展的機遇，發展新的經濟增長

點，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以

至創新科技和綠色可持續發展等方

面，香港和內地都有合作空間，在

本身發展的同時，為國家在發展過

程出一分力。

聽十九大宣講 抓新增長點
聶德權：助了解國家未來方向 及時把握經濟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據中聯辦網站載， 11月23日，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走訪香港佛教
聯合會，與該會領導層座談交
流，了解佛教界的有關情況和訴
求，肯定香港佛教界長期以來愛
國愛港愛教的優良傳統。在宣講
十九大精神時，重點闡釋了十九
大對「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定
位、新機遇、新要求，勉勵香港
佛教界發揮佛教的特殊優勢，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進一

步促進社會和諧、加強兩地交
流，繼續在參與國家發展戰略和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等方面發揮積
極作用。
香港佛教聯合會成立於 1945

年，宗旨是團結香港佛教界人
士，弘揚佛法，利濟群生。經過
72年的發展，香港佛聯會先後在
覺光長老、智慧長老的帶領下，
服務社群，會務昌隆，已成為香
港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佛教聯合
組織。

聶德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部分港
人認為十九大報告「事不關己」，是

很大的誤解，因為十九大報告詳細講述國
家過去5年的發展，包括目前面對的困難
和挑戰、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重點，及具體
的政策發展。無論政府官員、市民或商
界，均有需要明白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因
為這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非常有幫
助。
他指出，掌握未來國家的發展機遇，有
助香港自身的發展，「正如對美國，在新
總統上場後，我們都會了解一下他未來幾
年的方針，到底是『美國優先』還是進一
步開放。」

解讀國家發展路線
聶德權續說，十九大報告描繪了未來發

展路線及時間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2050年
建成一個富強現代化國家，都會為香港帶
來機遇。例如報告十分重視創新，包括科
技成果需要產業化等，香港正發展創新科
技，倘同時與內地產業化連在一起，將是
香港未來經濟增長點重要的一環。
在綠色可持續發展方面，他認為內地與
香港也有空間努力合作。
他特別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有兩個方面

值得留意，一是創新科技領域。今年7
月，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廣東省省長馬
興瑞等簽署了有關的框架協議，包括建
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他強調，香港有好的大學及基礎研究，

在部分領域有優勢，如醫療、生物科技等，
但欠缺銷售途徑，通過大灣區發展項目，
正正可與廣東省作優勢互補。

助打通大灣區流動
二是利用大灣區打通人員、資金、訊

息及貨物的流動。聶德權指出，大灣區

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
稅區」，現有法規及政策上難以做到打
通流動，需要政策上的突破及調整。根
據大灣區發展的機制，通過中央部委協
調推動，各地可以商討具體政策並調
整，有助打通流動，對香港而言會帶來
很好的機遇。
內地各自由貿易區近期十分積極，紛紛

來港參考經驗，聶德權坦言，「香港唔怕
競爭，有競爭才有進步。」十九大報告中
不如以往般提出GDP目標，而是「重質不
重量」，堅持品質第一，為香港走高端方
向的產業，包括服務、金融、法律等，帶

來機遇，並強調人才是最為重要的，需要
在教育及吸引人才方面加以努力。

重申宣講非「洗腦」
被問及有反對派中人聲稱冷溶來港為各

界人士宣講十九大是「洗腦」，聶德權反
駁道：「不可以很簡單地說這是『洗
腦』，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考。」
他直言，近日社會上很容易質疑一些議

題是「洗腦」，並認為不同背景的人士有
不同的觀點及考慮，一定要透過溝通，理
解對方的想法及理據，再解釋自己的看
法，事情才會愈辯愈明。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共十九大報
告中提到，
要牢牢掌握
憲法和基本
法賦予的中
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強
調，香港社會要全面、透徹地認識
中央和特區、「一國」 和「兩制」
間的關係，要對中央的全面管治
權，和香港的自治權力等關係有共
同看法，才能建立重啟政改的氛圍
和共識，否則就會「大纜都扯唔
埋」。
聶德權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主權和管治權當然屬於國家。十
九大報告重申了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並不意味「一國兩制」有所收
緊：「全面管治權源於主權，但很清
楚地有些權力當然來自中央，例如國
防、外交。另外授權特別行政區行使
一些權力，那個是高度自治權，所以
我認為論述是很清楚。」
他強調，所有香港人，包括年輕人

都要了解和認識國家發展和「一國兩制」的
情況，「我們既要有『一國』的意識，亦要
尊重『兩制』的差異；國家（對香港）有主
權，所以有全面管治權，但同時亦給予特區
高度自治權，對這些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
係、『一國』和『兩制』之間的關係，有
一個全面、透徹的認識是很重要的，這不單
有利於香港本身的發展，亦有利於香港作為
國家一分子，對國家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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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國家
財政部近日公佈調低187類貨品進口關稅，包
括個別特殊嬰兒奶粉與尿片等，香港旅遊及零
售業界均對此感到憂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指，香

港的強項是市場導向，可以因應情況作出調
整，又認為香港的旅遊、餐飲、零售、運輸業
等仍有發展機遇。
聶德權在電台訪問中提到內地調低奶粉等消費

品的關稅時表示，不同政策、措施背後均有其發
展理念，而政策一定會轉變，對不同行業有利有
弊，但香港的強項是市場導向，可以因應情況作
出調整。香港以服務業為主，而內地旅客數字仍
佔大份額，相信旅遊、餐飲、零售、運輸業等仍
有發展機遇。今屆特區政府會擔當促成者的角色，

與企業、商界等緊密了解及配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另一場合則回應

指，現階段未能評估新措施對水貨活動的影響，
又重申政府檢討「限奶令」沒有前設，當局會檢
視整個供應鏈，確保本地嬰兒有足夠奶粉。

私營骨灰龕發
牌制度已醞釀多
年，惟特區政府

突於周三宣佈放寬政策，容許2014年6月18
日前出售的私營骨灰龕營辦者可申請免補地
價，被批評是「優待營辦者」。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政府是
以務實和體恤為原則，以市民整體利益為先，
絕非向營辦者「放水」。
行政會議早前通過豁免合資格私營骨灰龕

場營辦者因改變用途補地價，及毋須提交對附
近交通影響的評估。特區政府下月30日起接
受申請私營骨灰龕場申請牌照。

陳肇始：免成本轉嫁消費者
陳肇始昨日解釋，「雙免」措施是考慮到
如果在2014年6月18日前營運的合資格私營
骨灰安置所，如不獲豁免補地價，營運者可能
會將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甚至要倒閉。
就交通影響評估方面，局方已經與警方和
運輸署商討，而營運者仍需提交紓緩交通方

案，她相信不會對交通流量影響太大。
她強調，發牌委員會將嚴謹審查每一宗申
請，骨灰安置所營辦者需要符合地政總署及消
防處等要求，才能獲得發牌。
目前，政府難以估計政府會少收多少錢，因
為不知會有多少營辦者申請，亦未知是否每宗
申請都會獲批。

人手不足致北嶼醫院使用率低
針對審計報告指北大嶼山醫院自2013年

啟用後，大樓至今仍有21%總面積空置，其
中醫療設備使用率低、多張病床空置並已過
保養期。陳肇始回應指，當局和醫管局都留
意到報告，未來會加強資源採購、醫院管理
和監察方面工作。
她解釋大樓病床未能全面啟用是基於人手

不足，稍後會檢視有關問題。
她承認醫院目前人手不足，部分病床空置
是由於人手緊張，希望在2018/2019年度有更
多醫科生畢業生投入市場後，情況會有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明日舉行特別會議，據悉會
討論追討「瀆誓四丑」梁國雄、劉小麗、
姚松炎及羅冠聰薪津一事。
行管會上月入稟區域法院，向「青症

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追討議員酬金及預
支辦事處營運開支等共186萬元，並會就
是否追討「瀆誓四丑」薪津，尋求外聘資
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之後再開會討論。
據悉，行管會已取得有關法律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亦提出有關建議，明日開

會討論，而身兼行管會主席的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會在會後會見傳媒。
有報道引述有建制派委員表示，「瀆

誓四丑」已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立法會
議員資格，故追討全數議員酬金合理，而
辦事處營運開支就要交出單據才可望實報
實銷。
有反對派委員則聲稱，4人已在議會9

個月，有參與議會工作及活動，要求4人
全數歸還薪津並不合理，會爭取毋須全數
歸還。

行管會明商追數「瀆誓四丑」

奶粉零稅引憂慮 政府：機遇並存

放寬私龕非「放水」務實體恤重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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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前
排中）走訪香
港佛教聯合
會。
中聯辦網站

圖片

■聶德權

■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日前來港，向特區政府高層官
員解讀十九大報告。 資料圖片

■國家財政部近日公佈，將調低包括個別特殊
嬰兒奶粉與尿片等貨品的進口關稅。資料圖片

■「保衛香港運動」早前曾發起遊行，
促「四丑」回水。 資料圖片

建制預告阻拉布 出招除障審修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最快可於下月6日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日前製造流會的反對派又出怪招，提出
傳召官員作證、譴責議員共17項議案，
圖將這些議案排在修改議事規則之前，
大肆拉布，惟建制派先發制人，「副班
長」陳克勤此前已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預告，會在當日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中有關議程排序的條文，令立法會可優
先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多名反對派議員提出12項議案，包括
引用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即立法會
行使質詢政府工作的職權時，如有需
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
據的規定，傳召多名官員到立法會作證
和提交文件，內容涉及高鐵香港段通關
模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
警方購置水炮車，以至多年前的「佔
領」行動及南丫海難等，其中4項與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有關。
反對派同時動議「譴責」5名議員，
包括梁君彥及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
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民建聯議員柯
創盛，新界西獨立議員何君堯。

反對派聲稱該5名議員在處理「一地
兩檢」等政府議案時「發表不當言
論」、「行為不檢」，妨礙議員履行職
權，及「違反誓言」云云。
根據議事規則，譴責動議一經提出，

便須中止待續，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但議員可提出反對交付委員會處理，屆
時每人就可發言15分鐘，倘每名反對派
議員皆發言，每項譴責議案預料可消耗
最少5小時，5項譴責動議單單發言時間
就可拖延25小時，還未計反對派點算人
數等動作。
該17項議案前日獲批在下月6日的會

議上提出。反對派聲稱這些議案是根據
基本法及議事規則提出，有信心可排在
修改議事規則之前處理，會用盡一切方
法阻止修改議事規則。

陳克勤去信梁君彥提案
不過，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原來已

搶先代表建制派出招。他日前去信梁
君彥，預告會於下月6日的會議上動議
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十八（一）條、
即有關議程排序的規定，讓多條修改

議事規則的議案，置於其他議員議案
及議員法案之前。除了當日會議外，
也於往後需要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的會
議適用。
估計陳克勤會於當日會議處理完議員

質詢後提出動議，而在建制派於地區直
選及功能界別人數均佔優下，議案在分
組點票下預料會獲通過，換言之如當日
沒有政府法案及議案需要處理，立法會
將會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陳克勤預告會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第十八（一）條，讓多條修改議事規則
的議案，置於其他議員議案及議員法案
之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