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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人大立法細緻嚴謹
回顧代表生涯 睹運作續改進 悟西方經驗不可照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民建

聯會務顧問葉國謙是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大師兄」

之一，已經做了4屆，而

根據慣例，4年後年屆71

歲的他，很大機會不尋求

連任。他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回顧4屆代

表生涯。他憶及，履職之

初，本來想將西方議會經

驗帶到全國人大，後來目

睹全國人大立法過程的細

緻、嚴謹，也親歷運作模

式不斷改進，最後被事實

說服了：「香港的那套制

度，是否完全合適內地？

這也未必。」

葉國謙憶述，自己一直有服務國家的抱負，但
在回歸前沒有直接渠道去參與國家事務，因

當時港人要做全國人大代表，都是由當時的新華社
香港分社挑選出來，並要「寄居」在廣東團內，加
上當時自己着重於參與香港政治及選舉工作，唯有
暫時作罷，「不過回歸後有所變化，有了港區代表
團，也有了清晰的選舉制度，於是我就參加回歸後
的第二屆、即第十屆全國人大選舉。」
「既然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我在立

法會也有一段時間，我當時就想可否將西方議會的
一些經驗帶到人大去推動，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抱
負。」15年過去，葉國謙的想法已非如此。現在
的他覺得，有些制度和模式在「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能順利實行，但不代表能夠照辦煮碗搬到內地。
2003年，當時作為人大新丁的葉國謙，深感國
家自改革開放後的發展迅速，但在法治體制上卻跟
不上，人民守法意識薄弱。7年後，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國家法律陸續法典化，他指港
區代表有份推動，「有關法治觀念、精神，我覺得
我們還是推動到的，但香港的那套制度，是否完全
合適內地？這也未必，起碼在立法方面，香港與全
國人大那套制度是不同的。」
這令他憶起2005年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蔣正華一行，就東江水水質作立法調研，由江西一
直去到深圳，「立法過程是看得見的細緻、嚴謹，

香港立法會通常只是審議並通過法律，全國人大真
的是在立法，這又給予我不同的角度。」

「有些人對民主制認識流於表面」
「到現在，我不會再認為西方議會制度非常完

備，或者有些人所說的『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對
西方議會或民主制度的認識，很多時都是流於表
面。」經過15年的代表工作，葉國謙認為全國人
大的立法程序是合乎國家需要，但可以再開放一
些，令運作更加暢順。

睹立會亂象「自己也覺得醜」
他更坦言，目睹立法會現在的亂象，「我自己也

覺得醜」，而當香港及多個西方國家的議會質素每
況愈下，全國及各省市人大會議的運作模式卻在不
斷改進。

20載愉快回憶 滿足服務國家初衷
按照慣例，全國人大代表到了70歲時，一般都

不會再角逐連任，而4年後將屆71歲的葉國謙，也
承認今屆很大可能是他最後一屆當代表。他指出，
連同本屆剩餘任期，這20年肯定是愉快回憶，也
滿足了服務國家的初衷，因為國家近年的進步、蛻
變，他也參與其中，例如今年就是他第二次參與修
憲：「難得有此生！」■葉國謙表示，人大立法細緻嚴謹，運作模式不斷改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胡定旭撰提案 倡建「健康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
大灣區將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不
少人都尤其看好生命科技和醫療的發
展。第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團成員胡定
旭就撰寫提案，建議藉大灣區的建設，
推動國家醫藥衛生新變革，建設「健康
中國」。他提出三大建議，包括在深圳
落馬洲河套地區建設世界級的生命科學
創新中心，引領國家生物產業集群化發
展、為產業升級提供良好政策環境，及
完善多層次的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醫療中心。

籲設世界級生命科創中心
作為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對大灣區
的醫療相關發展亦有深入見解，並以大
篇幅詳述在深圳落馬洲河套地區建設世
界級的生命科學創新中心的建議。他表
示，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而生物
技術產業也是「十三五」規劃確定的戰
略性新興產業，故建議國家考慮生物產
業集群化發展，打造一個世界級的生命
科學創新中心。
他續說，該中心應涵蓋三項功能，一

是創新藥品、醫療器械臨床試驗和生物
醫藥高科技產品的製造，二是創新技術
的應用，三是高端人才的集聚。

港擁大量專業服務人才
胡定旭續指出香港在當中可作出的貢

獻。他認為，香港的高度市場化、法制
化、國際化，聚集了大量專業服務和國
際人才，而香港的司法制度、會計、監
管等制度和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在
國際資源統籌、海外市場推廣、知識產
權服務、吸引國際高端人才等方面具備
很多優勢。」
此外，香港的醫療行業也擁有高度專

業化、國際化、高度自律的從業者團
隊，長期與西方發達國家保持合作交
流，其專業水平、職業操守、工作成果
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再加上香港在科
技醫藥領域已和內地有堅實的合作交流
基礎，故認為香港有能力在河套地區率
先啟動建設世界級生命科學創新中心這
項工作。
至於如何做好有關工作，他則進一步
建議修訂現有規定並出台鼓勵生物醫藥

和醫療器械創新的監
管政策，並打破香港
和內地的行政壁壘，
實現資源、知識、技
術、人才、資本的流
動。他又指，港交所
正積極醞釀允許尚未
盈利或沒有收入的生
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
市，建議內地政府、
研發企業和科研人員
充分利用這一鼓勵創
新的重大舉措，發揮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優勢去調動全球資本
市場的力量。
除了講述生命科學創新中心，胡定旭
又建議堅持改革創新，為產業升級提供
良好政策環境，包括注重不同部門政策
之間的銜接和配合，並建議國家繼續擴
大內地對香港臨床試驗機構的認可範
圍，將香港私家醫院、私家診所也列入
內地認可的藥品、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
構，彌補內地不足等。

促完善多層次醫療體系

胡定旭還建議完善多層次的醫療服務
體系，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醫療中心，一
方面實現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回歸，為群
眾提供公平可及的醫療保障，另方面哺
育扶持優質高效、與商業保險銜接的醫
療服務，通過市場的辦法改善公立醫院
就醫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十三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日前高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多名港區
代表委員在回應修憲時均認為，完善憲法有助提高
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可幫助國家集中精力搞好
建設。他們又說，香港的基本法和憲法息息相關，
相信憲法的修改，也有助香港的長治久安、穩定繁
榮地發展。

助憲法適應新時代新發展要求
李引泉代表說，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就須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他指出，是次修憲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序言，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入憲法總綱第一
條，有助憲法適應新時代、新發展要求，及鞏固中
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令他對國家未來
發展更具信心。他又說，修憲有利於保持政治長期
穩定，確保正在實施的國家戰略的推進，有利於國
家抓住歷史機遇期。

讓國家集中精力搞好建設
陳卓禧委員認為，修憲可讓國家集中精力、搞好
建設，令整個國家做事更順利和順暢。
簡松年委員表示，修憲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他指出，是次修憲增寫了監察委員會一
節，充分彰顯了監察委員會的重要作用，是對國家政
治體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作出的重大調整。

與基本法息息相關 助港長治久安
朱銘泉委員認為，基本法是在憲法框架下的，憲
法修改與基本法息息相關，對香港長治久安的發展
有很大作用。
屠海鳴委員也認同，基本法是憲法下的子法，做
什麼事情都要先維護好憲法的威望和基礎。
曾智明委員指出，香港基本法直接源於國家憲

法，「我們要在香港社會努力推進遵守憲法、學
習、維護的良好氛圍，讓更多市民了解憲法和基本
法，為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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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聰：完善回鄉證系統
助港青尋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北京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是今年全國兩會港區代表委
員關注的焦點。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南旋集團主席兼行政總
裁、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
昨日在「代表通道」接受媒體
訪問時表示，大灣區是一片很
有活力的地區，香港很多年輕
人都希望去走一走、看一看，
了解祖國內地的變化，尋找發
展的機遇。
王庭聰建議，完善港澳居民回

鄉證系統，便利港澳居民到大灣
區生活、工作。他指出，不少港
澳居民想在內地開辦銀行戶口、
登記網上支付實名信息、或者是
開一張電話卡，都因為拿的是回
鄉證而需要更多的手續，如果可
以將回鄉證像內地身份證那樣使
用，就可以更便利。
在稅務方面，他指出，香港

一直奉行低稅率、簡單稅制，
香港很多專業人士，在香港發
展時能享受各種退稅政策，若
能為在大灣區創業、營商、工

作的港澳人士提供與香港相若
的稅務條件，可吸引更多專業
人士投身到大灣區的建設中。

建議邀名校落戶 建灣區大學城
他還建議邀請著名高校落戶

大灣區，建設灣區大學城。灣
區的持續發展，需要有優秀的
人才作為支撐，建議與世界知
名大學合作，邀請其在灣區設
立分校，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在
灣區接受教育，畢業後也可以
在此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賽馬運動是香港社會的一大特
色，原來更可成為助力國家馬術
產業的發展。全國政協委員周永
健就聯同李家祥、梁高美懿和楊
紹信撰寫提案，建議借助香港發
展經驗，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馬術
產業鏈，以成為國際一流的馬術
產業區域中心。

產業成熟可增GDP3%
提案內容指出，自2014年起，

國家發出過幾份文件，明確提出積
極發展馬術運動，而現時內地市場
對優質馬匹的需求也日漸增長。英
美等國的經驗顯示，馬術產業發展
至成熟階段可為國家帶來約佔
GDP 2%至3%的效益，故認為可
借助香港的相關經驗為國家作出貢
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馬術產業
鏈。

粵「無疫區」可成重要資源
他們指出，香港賽馬會與廣東省

及廣州市政府自2010年亞運會後
建立了緊密合作關係，而香港賽馬
會在2015年也和中國馬術協會及
中國馬業協會分別簽訂了諒解合作
備忘錄，再加上廣東「無規定馬屬
動物疫病區」（「無疫區」），將
可成為中國馬術產業發展的重要資
源。
他們認為，若能實現從化「無疫
區」與香港之間馬匹進出口的常態
化，內地繁育的優質馬匹有望出口
到海外，帶動新的產業發展。

辦嘉年華可吸國內外遊客
此外，2010 年亞運會結束之

後，香港賽馬會進一步將位於從化
的馬術比賽場地打造成世界級的純
種馬訓練中心，而香港賽馬會將在
此中心舉辦國際水平的示範性賽馬
及嘉年華活動，必將吸引更多國內
外遊客到訪。
他們並提出4項建議：首先是帶

動內地馬術競技、馬匹福利、馬房
管理方面的人才培養和發展、獸醫
學教育和馬蹄護理方面的發展；大
力發展馬匹運輸、馬匹飼料、藥
品、設備、馬匹繁育及馬匹貿易和
拍賣等馬術相關產業，實現大灣區
馬術產業鏈的全方位發展。

第二是與國家農業部通力合作，共同維護
「無疫區」。同時，促進國家農業部、國家
質檢總局、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與香
港賽馬會的進一步合作，促進「無疫區」的
有效運營，推動馬匹跨境流動的流暢運作，
保證對從化訓練中心馬匹飼料及藥物進口的
常態化。
第三是在大灣區發展框架下，在「無疫區」
外建立世界級馬匹檢疫中心，發掘「無疫區」
潛力，協助內地。
最後則是積極探索發展退役賽駒再培訓及安

度餘年設施，容納安置香港退役優質馬匹，以
增加農村地區就業機會，為優質馬匹價值最大
化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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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聰（右
一）建議完善回
鄉證系統便利
港人北就業。

■胡定旭認為，香港的高度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聚集了
大量專業服務和國際人才，有助建設「健康中國」。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