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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入國家大局 大勢所趨機遇所在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
滬寧，出席港區人大代表團的分組會議，並發表講
話。王滬寧指出，新形勢下，香港要實現更大發
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然選擇。王滬寧參與制
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對香港的優勢定位、發展方
向亦瞭然於胸，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
然選擇，有助香港各界看清形勢，更明確香港在國
家發展中的位置、使命和機遇。香港應對未來充滿
信心，凝聚共識，把握機遇，付諸行動，加快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
王滬寧長期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被外界
稱為「中南海首席智囊」，中央許多重要決策、
政策和規劃，他都是主要的參與者之一。他經常
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外訪及國內調研，去年七一香港回歸 20 周
年，習近平來港出席慶祝活動和視察，王滬寧也
有陪同。王滬寧不僅對國家治國理政、宏觀規劃
有通盤瞭解，對「一國兩制」方針的貫徹落實，
對香港的發展狀況、面臨的挑戰、應對的策略
等，同樣瞭然於胸。
王滬寧在出席港區人大代表團分組會時強調，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然選擇，反映中央重視、
支持香港的態度和政策一以貫之。習近平主席在十
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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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
的政策措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發表政府工作
報告時也提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福建計劃利長者 福利跨境仍需擴展

局，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交流合作。
中央一再重申，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顯
示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充
分考慮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為香港提供順應潮
流、創造機遇的清晰路向。堅持「一國兩制」、支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成為中央對港的大政
方針和重大部署，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的發展與祖國內地密不可分，國家改革開放
既得益於香港，又進一步成就了香港。中國發展已
進入新時代，「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公佈，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
中央還將出台更多便利港澳同胞在內地發展的政策
措施，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為有利的條
件，為港人帶來更多方便和實惠。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正是機遇所在、大勢所趨。
香港接下來必須做、盡快做的，首先就是要增強
大局意識。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應該支
持和協同特區政府，引領香港各界站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高度來觀察問題，謀劃發展，胸懷國
家全局，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的大局。這要求香港一方面在重大政治問題
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堅決抵制各種違反「一國兩
制」的言行，全力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另一方面，從特區政府到社會各界要進一步解
放思想，排除干擾，擺正心態，把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落實到具體行動， 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
長，把國家的支持轉化為香港發展的動力，與國家
同發展、共繁榮。

繼廣東計劃後，社會福利署昨天宣佈將於 4
月 1 日起推行福建計劃，並由即日起接受申
請。通過計劃，符合資格的香港長者，無須
每年回港，亦可領取每月 1,345 元的高齡津
貼。便利長者回鄉養老的措施擴大適用範
圍，值得肯定。未來要進一步便利港人在內
地養老、生活，政府還應研究增加其他醫療
和社福措施的跨境安排，同時為港人積極爭
取可享受國民待遇，消除港人在內地生活、
養老等方面的障礙，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創
造條件。
自廣東計劃 2013 年推出後，回內地養老的
香港長者快速增加。據統計，截至 2015 年年
中已超過 15 萬人，其中約 9 成在廣東居住。
現在將計劃擴大至福建，相信可覆蓋絕大部
分回內地養老的長者，有助長者在內地居住
安享晚年。這既滿足了本港長者養老的實際
需要，亦體現政府重視安老政策、尊重長者
的意願。
不過，近年有福利機構協助一些在內地定
居的長者回流香港，主要原因是內地通脹和
人民幣升值，港人又不能享受內地的醫療、
社保等福利，單憑有限的積蓄和每月千多元
的高齡津貼，難以應付內地養老需要，尤其
是求醫就診的需要，一旦發生大病重病，無
奈只能選擇回港養老。
有見及此，政府早前與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達成協議，可以讓居住於內地、合資格的香
港長者，在該醫院使用醫療券，為北上養老

的港人提供適切的醫療支援。這一開創性的
嘗試，顯示政府施政以人為本、靈活變通，
為緩解本港人口老化加速、養老壓力倍增的
問題，提供了更大的想像空間和大膽嘗試。
當局可以在醫療券跨境使用的基礎上，進一
步探討、研究落實其他福利跨境，為港人回
內地生活、養老創造便利，相信全社會都樂
見其成。
參與廣東計劃、福建計劃的長者，領取的
高齡津貼，金額只為長者生活津貼的一半，
當局應考慮以長者生活津貼代替高齡津貼，
讓參與廣東和福建計劃的長者均可申請，令
長者在內地安老有稍為寬裕的經濟能力，生
活有所改善，體現本港政府對到內地養老的
長者照顧、關懷一視同仁。
兩地交往日益密切，除了越來越多長者到
內地養老外，截至去年底在內地居住的港人
已經超過 30 萬，對兩地融合發展有重要影
響。不過，由於港人仍未能在內地享有完整
的國民待遇，在內地工作、生活、發展受到
一定限制。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制定完
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日前，國台辦發佈 31 項惠台措施，其中
有 19 條措施涉及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
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
待遇。特區政府也應加強與中央政府和廣
東、福建等地政府的溝通協商，為港人爭取
國民待遇，成熟一項落實一項，為港人北上
發展、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民主黨派建言脫貧大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
道）未來幾年，將是中國打贏脫貧攻
國工商聯領導人昨日在政協首場記者
會上紛紛表示，將切實打好農村脫貧
攻堅戰，打好產業扶貧、智力扶貧、
教育扶貧、科技扶貧、醫療扶貧的
「組合拳」，如期完成好脫貧任務。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表示，民建中央在考慮
制定一個五年規劃，要求民建各級組織圍

繞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贏「三大攻堅戰」。
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指出，脫貧攻堅戰雖然
艱苦，是很硬的一塊硬骨頭，但致公黨有決心
完成任務。他說，致公黨要深入基層，花大功
夫了解情況，切實打好農村脫貧攻堅戰，打好
產業扶貧、智力扶貧、教育扶貧、科技扶貧、
醫療扶貧的「組合拳」。

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介紹，改革開放 40
年來，民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民營企業家
在參與脫貧攻堅中，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在這
樣的形勢下，全國工商聯、各級工商聯都積極
引導、動員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到精準扶貧、精
準脫貧的行動之中，創造了很多好的模式，取
得了很多成績。
高雲龍透露，全國工商聯重點抓的一個品牌
「萬企幫萬村」行動，截至 2017 年底，有
4.62 萬家企業參與到行動中，幫扶了 5.12 萬個
村，產業扶貧投資了大概 527 億元（人民幣，
下同），公益扶貧投入了 109 億元，安置就業
50多萬人，技能培訓54萬人次，共帶動了620
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他說，下一步，全國工商聯還會發動更多的
民營企業參與到「萬企幫萬村」的行動之中，建
立脫貧攻堅的長效機制，向深度貧困地區轉移，
在幫助縣域經濟產生內生動力方面下功夫。

了解貧困情況 準確發現問題
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指出，中共中央專門委
託民主黨派中央就脫貧攻堅工作開展對口專項
監督，這既是對脫貧攻堅工作的高度重視，也
是對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職能的高度重視。
民進中央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開展了對
口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精心制定了工作方案，
組織力量深入一線傾聽貧困村和貧困戶的呼
聲，了解他們的貧困情況，就政策制定和政策
實施當中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意見、批評和建
議。有的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同
時有關方面給予了高度認可和大力配合。
蔡達峰表示，下一階段，民進將更加準確地
把握民主監督的重點，準確理解中共中央關於脫
貧攻堅的部署，找準集中的問題和需要監督的環
節，努力把問題發現得更準，把意見提出得更中
肯，原因分析得更客觀一些。
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稱，五年來，農工黨圍
繞「健康中國 2030」規劃、全面深化醫改、
衛生立法、健康扶貧攻堅、醫學教育發展、健
康產業結構調整深入調研、積極建言，為健康
中國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廣聚
眾智，讓
政府決策
更科學，今年全國兩會期間，
國務院辦公廳再次派出 180 多
名工作人員到人大、政協各團
組，現場旁聽記錄代表委員的
意見建議。
5 日下午 3 時，上海代表團
在北京飯店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現場，後排一位工作人員凝神
傾聽，不時用筆飛速記錄下代
表們的討論心聲。他是來自國
務院辦公廳秘書二局的工作人
員許平，也是今年全國兩會專
門負責上海代表團的國辦「旁
聽員」。「每年此時都要原汁
原味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
聲音帶回國辦。」許平說。
同日，在北京昆泰飯店，來
自國辦秘書三局的冷張君早早
就來到會議室，等候全國政協
十三屆一次會議第 45 組醫藥
衛生界的委員們。「國辦從
2016 年開始安排工作人員旁
聽兩會，我已連續參與了三
年。」冷張君說，無論人大還
是政協，每一個小組都會有來
自國辦的工作人員現場旁聽。



堅戰的決勝階段。民主黨派中央和全

引導民企參與 建立長效機制

助政府科學決策 國辦派逾 人「旁聽」

打好組合拳 決勝攻堅戰
■昨日
昨日，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
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
，民主黨派中央和
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回答記者提問。
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回答記者提問
。 新華社

雲南力爭農村貧困人口2020年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辛民
兩會報道）針對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於
扶貧攻堅工作的提問，雲南省委書記
陳豪昨日在全國兩會雲南省代表團開
放日上回應，過去的五年，雲南累計
減少貧困人口 556 萬人，2018 年雲南
將繼續集中力量打好「十大攻堅
戰」，力爭到 2020 年，實現農村貧困
人口如期脫貧。
「過去五年雲南扶貧工作成績是顯
著的，但仍然是全國貧困人口最多、
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
一。」陳豪說，2018 年，雲南將把提
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向深度貧困地

區聚焦發力。「我和成發（雲南省長
阮成發）分別聯繫迪慶州和怒江州，
還有 27 個貧困縣每個縣都安排有一個
省級領導負責。」
陳豪強調，今年雲南的扶貧工作要
加大資源整合、政策傾斜力度，集中
力量辦好異地扶貧搬遷、產業就業扶
貧、生態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
等「十大攻堅戰」。同時，要加大內
生動力的培育，打贏扶貧攻堅戰還在
於人，扶貧要先扶「志」和「知」，
要轉變幹部群眾的觀念，消除等、
靠、要的思想，依靠勤勞脫貧致富，
這是實現可持續脫貧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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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代表團兩會媒體開放日。雲
南省委書記陳豪說，2018 年，雲南將
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向深度貧
困地區聚焦發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蘊同心密碼顯優勢
過去，一些以民主衛士自居的西
方國家，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指手畫腳，
認為不如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
更具優越性，甚至錯誤地認為或者
別有用心地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黨
專政」。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多黨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民主黨派中央和全
和政治協商制度不同於西方多黨輪
國工商聯領導人記者會上提問。
流坐莊惡性競爭，不同於舊時政黨
視頻截圖
制度，絕不是搞花架子，而是有事
昨 日 下 午 ， 民 好商量，實現更廣泛有效的民主。
主 黨 派 中 央 和 全 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
1?
國 工 商 聯 領 導 人 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
記 者 會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金 色 大 廳 舉 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
行，就脫貧攻堅等國計民生問題建 最基本的體現。
最近，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習
諍言獻良策。這正是「新型政黨制
近平總書記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
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表兩次重
要講話，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
和「四新」要求，外界普遍關注八
大民主黨派及全國工商聯將如何響
應。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昨日在記者
會上指出，多黨合作制度的「新」
主要是指它厚植於中國的土壤，有
着獨特的「中國製造」和「中國創
造」，創造了嶄新的政黨制度模
式、嶄新的政黨關係、嶄新的執政
方式，實現了集中領導和發揚民
主，集中社會各界的智慧力量辦大
事的制度優勢。
毫無疑問，新型政黨制度，蘊含
着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
派人士能「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
謀、勁往一處使」的密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提前預習 及時反饋

據了解，旁聽代表委員們發
言，不只是「帶着耳朵、動動
筆」之類的簡單記錄，這是一
件智力含量、時效要求都非常
高的重要工作。
一方面，根據國辦要求，所
有記錄必須確保內容「原汁原
味」，緊抓「乾貨」「硬
貨」。
另一方面，信息反饋絕不過
夜。國辦要求，工作人員每天
中午 12 點半、下午 6 點之前
都要把上午和下午的旁聽記錄
第一時間匯總、報送後方匯總
部門。與往年相比，今年在時
效性上要求更高。
「我們做好的記錄，要在小組討論結
束後立即傳給匯總組同志。他們會進一
步匯總整理，晚上加班熬夜，把這些一
手材料形成簡報放在國務院領導同志的
桌上。需要向代表委員回應的意見建議
還會第一時間轉給相關部門，有些委員
第二天就能收到相關部門的反饋。」冷
張君說。
據悉，去年旁聽工作最終形成 700 多
份發言記錄、8,000 餘條意見建議，從
梳理匯總中摘編具有代表性的意見建議
轉給相關部門回應，並對此逐一跟蹤督
辦，在規定的時限裡各有關部門均以電
話溝通、當面溝通、書面答覆、座談交
流等形式，向代表委員作出回應，代表
委員對回應普遍表示滿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