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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兩地便利互通
洪為民「掃障融灣」

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把握機遇，
是期望香港經濟再起飛的人最朗朗上口
的一句話，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更是
當中的重頭戲之一。作為新一屆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
聯絡官洪為民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就大談對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見解，
更希望藉人代身份作更多爭取，包括讓

的「大灣區卡」等建議。他認為，要做
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首要是掃清人
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的人為障
礙，長遠須建立「灣區人」的概念，才
算是真正的融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作為香港特區和內地之間的橋樑，洪為民積
極建言獻策，首先提到的便利措施，就是
希望可讓港人申請內地居民身份證，以真正便利
港人出行。

倡發港人內地身份證

■洪為民認為，要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首要是掃清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的人為障礙，長遠須建立
「灣區人」的概念，才算是真正的融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完善簽註利人才流通
「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今天不
是完全暢通，這是人為障礙。」洪為民指，除了
牽涉國家安全不能妥協之外，其他方面，例如人
流互通等，目前制度有不合理之處，例如香港特
區就沒有一個合理的簽註制度，讓港企的內地員
工到港培訓。
「如果我在香港和東莞都有公司，倘東莞同事
想來香港作一個月的培訓，今天並沒有任何合法
方法可以做。工作簽註做不到一個月，他亦不是
在香港出糧，工作簽註好煩，要先證明香港請不
到這樣的人，又要登一輪廣告也請不到人，才可
以辦，但我只是要一個月的簽註，所以只能當旅
遊，7 日回去一次，即是我要『呃』香港政府，
違反居留條件。」
有關意見，洪為民指自己已向特首林鄭月娥反
映，「這是很容易解決的，毋須立法，入境事務
處處長是有權決定 Visa Class（簽註類別），只
要加一種短期工作、不能出糧，只能在港短期居
住，設大概3個月的期限。」

研大灣卡便經濟往來

15 歲跳班升大 嘆難融校園
「冇拖拍」
不少家長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是神
童，最好 10 年課
程8年讀完，15歲就跳班升讀大學的
洪為民作為過來人，則認為這並沒有
什麼好標榜或提倡。他認為，學校教
育並不只是學術知識的傳授，而是全
面的教育，跳班雖然有得着，但也令
他錯失不少，例如成長階段與同齡人
的友誼，甚至拍拖機會等。
洪為民的家庭向來對教育很重
視，而他之所以年紀輕輕就開始跳
班，純粹是其父親的決定，「父親
是正宗理工男，目標為本，認為我
學會了就要繼續學其他。」
跳班兩字單是講出來已足以令人
羨慕，但洪為民則說自己也不知這
是否好事，「例如我手字好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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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未來會有很多類似情況，反過來港人
亦有如此需求。目前港人在內地工作也要有工作
許可，「我覺得未來要有張大灣區卡，像 APEC
卡一般，有張大灣區商務卡，方便商務人員多次
往返，不用逐次申請簽註，可作短期逗留，最好
可以用 APEC 卡的優檢通道，這就真的方便經濟
上的往來。」
至於長遠目標，洪為民認為是要建立「灣區
人」的概念，不再分是香港人、廣州人或中山人
等，在美國，大家都會說自己住在Bay Area（指
三藩市灣區），而非三藩市或聖荷西，因為他們
可能在一個地方工作，住在另一個地方。
現時粵港澳大灣區還未做到這樣的情況，但洪
為民期望，將來港人會認為在香港上班、住在中
山是正常的，認為往返大灣區如去新界一樣，
「這以今天基礎建設越來越完善，是絕對可能，
看東京灣就知，很多人在橫濱居住、但在東京上
班，但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兩個城市。小時候我住
在堅尼地城，去一次屯門也要兩個多小時，將來
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去到中山。」

己沒有怎樣練過字，都是在學新的
東西，所以沒有基本功。」

「畢業時師妹還比我大」
同時，與每個小學同學相處都不
會超過半年，令他現時一個小學同
學都不記得；欠缺了其他面對問題
的訓練；15 歲就入大學，不太融入
校園生活，也令到他「冇拖拍」，
「到我畢業時師妹還比我大。」
不斷轉換新環境，雖然令他培養
出不怕「生保」的性格，但總結下
來，洪為民還是認為自己也錯過了
不少東西，「各有前因莫羨人，我
不會標榜這些（跳班的事）。」
他亦不認為自己是資優，「我只
是因為識英文和計數，如果是（處
身在）1860 年，我手字，連秀才都

考不到。」
神童或許不是人人可當，但創業
現時卻成為不少香港年輕人的夢
想。在這方面亦很有經驗的洪為民
被問及有什麼心得可分享時，甫開
口便當頭棒喝，「不是所有人都適
合創業，創業除了講技術，還有心
態，這是九死一生的事，準確點說
是 95 死 5 生，這是統計數字。」

勉青年慎思創業
不過，他建議年輕人想清楚，決
定創業後就不要輕言放棄，「太多
例子是未想清楚就去創業、未想清
楚就去放棄。」他認為，在創業過
程中令人學會面對挫折，有時遇上
難題，只要捱得過就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取長補短 更懂謙卑

不過，拉票的過程反而令洪為民很
有得着。除了認識自己的不足，令他
更謙卑外，也令他覺得很有回報，
「回報不是說選到選不到，而是選舉
本身令我涉獵了很多範疇，認識了不
同的人，這對於未來人大工作也好，
平日其他工作也好，我也多了一班朋
友，這件事本來就很有得着。」
投票前夕，反對派推出「不投票名
單」，誓要將部分參選人拉下馬，洪
為民就是其中之一。被問及這件事，
洪為民以平常心看待，「做政治就是
這樣，你無可能令每一個人滿意，當
你在政治上有取捨時，自然會令一班
人滿意、一班人不滿。」

堅守立場 不怕得罪人
「我覺得對得住良心就好。」他說，若事事都
要衡量會否得罪人，最後什麼也做不到，但他亦
不忘補充︰「當然，我也不是以得罪人作為我人
生目標，這亦非我的習慣，只不過有時就是難
免，去到我這個年紀，有些事是會執着，有些原
則性的東西，是無法退讓。」
「一致的得罪，就是立場問題，但這是我深信
的立場，不是為了要去討好任何一方而有這樣的
立場。」他認為，反對派基於立場不同而不支持
自己，並不是「錯」，就像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
也是這樣，「我也不會和他們作對，始終大家都
是香港的一分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建言保護數據 盼媲美
「瑞士級」

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更重視各
級人大和政協的在立法、監督等方面
的作用，以資訊科技界為本行的洪為
民希望，自己可就網絡安全法的議
題，貢獻其專業知識，並推動香港成
為數據安全港，在「一帶一路」這樣
的國際協作中發揮更大作用，令香港
成為「數據中的瑞士」。
洪為民多年來一直服務香港特區和國
家，除了擔當前海工作作為深港合作的
橋樑外，也先後做了多年的寧夏政協委
員和深圳政協委員，「我覺得累積了那
麼久的經驗，我應該有能力在更高的平
台，為國家、為香港做多點事。」

成功當選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
洪為民，被問及議案、建議上的關注點
時，除了論及大家最關注的大灣區外，
亦談及其老本行—資訊科技。
他說，未來國家有不少法例要修，如監
察法、法官法等，他希望自己能在數據安
全相關法例上貢獻專業知識，「我有法學
知識、是IT人，也相對了解香港，可以對
香港具體事務建言獻策。立法之後的推廣
解釋，自己亦是義不容辭。」
服 務 國 家 之 餘， 洪 為 民 並 無 忘 記 香
港，反而將香港成為數據安全港列為工
作目標。他表示，自己在有關議題上已
做了一年多，但進展緩慢，故希望在人

大平台推動這件事。

接軌國際 備份福地
他解釋，現時國家就網絡安全立了法，
理論上有關中國公民的數據不能出境，香
港作為境外但同時屬於國內的優勢就能體
現，甚至可以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建設施可
能不夠好，容易水浸、地震、政變等，將
數據置於當地或不夠安全，放在香港或作
為備份是一個很適合的做法。而置於內地
則成本高，因為一涉及跨境通訊，成本就
高，而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城市，有很好的
私隱保護，與歐盟接軌。」

劉國勳倡預算案全民派 6000 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年
度財政預算案將於下周三出爐，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暗示不會派錢。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政府今年錄得巨額財政
盈餘下，一半應投資未來，另一半則
應還富於民，若把盈餘只用於「派
糖」會「順得哥情失嫂意」，認為向
每名市民派至少 6,000 元，市民便能
直接地受惠，並做到全民共享經濟發
展成果。
劉國勳表示，政府的豐厚盈餘，受
惠於樓市熾熱所獲的印花稅及賣地收
益，然而不少人感受不到經濟成果，
建議直接派錢「還富於民」。
他表示，上次政府派錢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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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競
爭激烈，洪為民認為，這個均衡
參與的選舉制度對參選人要求很
高，可以說是做錯一件事、欠缺
一個領域的支持都會輸。
洪為民坦言，是次選舉令他認
識到自己的不足，「過去以為自
己在工商專業打滾 30 年，又有做
社會服務、公職，以為自己認識很多
人，但競選時發現自己也沒有認識多
少人。」
他以漁農界為例，指自己在該界別
只認識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勞
工界只認識工聯會、地區上只熟港九
而不熟新界。屈指一算，約 2,000 名
選民中，他直接認識的有 400 多人，
間接認識的不過 800，但這樣的票數
仍不夠他當選，所以朋友的支持、推
薦，自己透過競選活動見選民尤其重
要，「少一瓣都死，全新界不投我
票、全漁農界不投我票，我就『死
咗』。」

金」做到香港可攜、設立方便兩地往來

他指出，以買高鐵票為例，雖然第二代的回鄉
證已經做得到，但始終不夠方便，內地人可用手
機入閘，港人就要排隊取票，「我知道特區政府
有去做事，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公安部去出張
港澳居民內地身份證，甚至以此取代回鄉證，因
為二代回鄉證亦是公安部發。」
同時，「五險一金」也是他關注的議題。「五
險」即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
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則是剛剛開放予在內
地工作港人供款的「住房公積金」。洪為民表
示，知悉中央在去年底已推出了相關便利港人的
措施，但他希望這些勞工保障可以做到可攜，因
為內地人可帶着這「五險一金」到不同省市工作
生活，期望香港亦可做到可攜。

廣拓人脈開眼界 人代選戰收穫豐

港人申請內地居民身份證、「五險一

大概花費 400 億元，現時本港人口數
字未有太大變動下，相信 6,000 元是
合適的金額。
多位聽眾致電節目發表意見，普
遍支持財政預算案「派錢」，亦有
人認為要派得其所，按照不同年齡
層而決定派錢金額。
蘇先生表示，政府本年度及去年
度的盈餘都是天文數字，因此贊成
派錢，「即使贏得一時的掌聲都好
過無！」但他希望政府派得其所，
「例如壯年上班的派 1 萬，學生則派
6,000 元。」
劉國勳回應指，新加坡政府最近公
佈的財政預算案，合資格市民可按收
入獲得 100 坡元至 300 坡元（約 600

港元至 1,800 港元），不過該做法的
行政費可能相當高，很容易會得不償
失。
聽眾陳先生表示，自己現年68歲仍
要工作，「唔做嘢就無錢交租！」他
認為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的工時門
檻十分高，全職收入不符資格，兼職
選擇亦十分有限，「難道跟僱主要求
一周只上幾天班？」他認為派錢最實
際。

不過，洪為民指，這件事首先要得到
中央的批准，「在涉及中國公民的數
據、脫敏（脫除敏感資料）後放在香
港，然後再希望特區政府與外國洽商，
將香港成為『數據中的瑞士』。」
「這件事影響可以很深遠，香港電力穩
定、通訊成本全世界最低，我們有很好的
制度和保障，包括版權，很適合作為數據
中心，唯一問題是土地成本高，但以今天
的科技而言，只需很小的地方，已可放置
很多數據，故土地成本已不再是那麼強的
顧慮。人力方面則要再想想，但現時很多
東西都可自動化，我們也可以考慮用深圳
的人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議員考察灣區最快4月成團

市民力撐 助解燃眉

■劉國勳認為向每名市民派至少
6,000 元，才做到全民共享經濟發展
成果。
港台片段截圖

聽眾盧女士建議政府直接派 6,000
元，「等有需要的人有一筆錢，解決
燃眉之急。」她並建議豁免自住物業
業主的差餉。

同場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期
望政府可以做到「雨露均沾，人人受
惠」，指如市民未能分享經濟成果，
將會有怨氣，政府可考慮派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國家發展迅速，內地很多工作範疇如粵港澳大灣區、
食物安全、東江水等都與香港相關，希望安排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考
察一事，在新一年會有進展。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鋒就表
示，預料議員考察粵港澳大灣區一事，最快4月可以成團。
梁君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表示，希望在狗年議會氣氛可以更祥
和。他坦言，議會內難免會有爭論，但政黨之間不一定要「互相
廝殺」，冀大家可以事論事，尊重議事規則，為市民謀求最大的
利益。他昨日又談到安排議員到內地考察的問題，認為內地有很
多工作都和香港相關，希望考察的事亦能循序漸進，在新一年有
進展。
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認為，立法會的委員會很大機會組團
到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她期望立法會未來可與中央及各內地省
市建立正常關係，減少對立。
林健鋒就表示，正處理議員有關考察粵港澳大灣區的訴求，預
料最快4月可以成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