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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在

即，林鄭月娥將於明日及後日率

領多名官員訪問大灣區內3個城

市，包括深圳、中山及珠海，考

察多個科技基地及新發展區。她

表示，此行是要為即將出台的大

灣區規劃作好準備，又希望立法

會下月考察大灣區具建設性成

果。

特首訪深圳中山珠海
迎灣區發展規劃出台

澳門中聯辦開會傳達兩會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門
中聯辦26日舉行會議，向澳門特區政
府主要官員、社會各界代表等傳達全國
兩會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特區立
法會主席賀一誠，及全國政協常委、澳
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長廖澤雲，在會上
分別傳達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精神。全國政
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
世安、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等出席會
議。

崔世安分享三點體會
崔世安在發言表示，澳門特區要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引，推進落實十九大和兩會的部署，不
斷增强大局意識和憂患意識，促進創新
發展和協調發展，開啟澳門發展新征
程，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
功實踐。

他並分享了三點體會：一是要以更加
積極主動的態度，全面貫徹落實兩會精
神；二是以強烈的責任感，更加積極作
為，勇於擔當新使命，包括要進一步聚
焦發展，搶抓機遇；進一步聚焦惠民，
始終堅守、有效貫徹「以人為本」的施
政理念，不斷完善各大民生長效機制；
進一步聚焦善治，不斷提升依法治理能
力和水平。
三是澳門特區政府要以求真務實的精

神，謀劃開啟新征程。明年將迎來澳門
回歸祖國20周年，崔世安表示，在這
承前啟後的重要時間節點，澳門特區政
府要主動總結過往發展經驗，積極謀劃
未來發展部署，開啟澳門發展新征程，
並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
實踐。

何厚鏵囑要正確認識
何厚鏵指出，今年兩會期間完成了修

改憲法的任務，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中。所以，澳
人應該要正確認識兩會精神，也就是要
深入學習和貫徹十九大精神。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規劃快將

出台，期望各界以科學及前瞻的態度對
待，將澳門的優勢能真正融入大灣區的
發展之中，這需要澳門特區政府及整個
社會共同合作和參與，廣大居民要全力
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使「一國兩制」能夠在澳門成功實
踐。

鄭曉松提出四點希望
鄭曉松提出四點希望：一是要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和澳門基本法辦事；二是要積
極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
施政、積極作為，促進澳門經濟社會
持續健康發展；三是要繼續推動澳門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深
化與內地交流合作；四是要大力弘揚
愛國愛澳優良傳統，鞏固發展澳門良
好社會政治基礎。

澳門中聯辦負責人，澳門特區主要官
員，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
會各界代表，中央駐澳機構和主要中資
企業負責人等約400人參加了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日前有傳媒報道，
特區政府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提出新方案，包括將
政府承擔的金額由150億元增至175億元，並於昨日
的行政會議上討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
政會議前表明，不會透露最新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
的方案，但承諾會盡快做這項工作，並會繼續努力
說服僱主。
行政會議昨日討論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據悉

在新方案下，僱主日後為儲蓄、支付遣散費及長服
金的戶口，不用無限期供款，每月將全體員工薪金
的1%存入戶口，只要儲蓄至全體員工年薪的15%便
可「封頂」，毋須再供款。
據了解，政府補貼僱主的年限由原方案的10年增

至12年，取消對沖初期政府補貼額較多，之後每隔
數年遞減，到第十二年後僱主要全數承擔取消對沖
後的額外開支。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仍未是時候
向公眾交代新方案內容，故傳媒引述的消息或數字
僅屬揣測性。惟她指出，特區政府原定於去年年底
根據原方案的諮詢結果再提出一個方案，但政府願
意在設計改善方案時「落水更深」，「去年1月的方
案政府大概斥資逾70億元，從（今年）預算案公佈
預留150億元，大家都估計到政府參與的程度會加
倍，但最終的數字是多少要等我們稍後公佈。」

她強調，取消對沖在香港已爭論多時，強積金亦已存在了近
20年，是時候作一個決定去改變制度，即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
排，為退休人士提供更好的保障，「要考慮就是大家建立一個
共識以促成其事，我聽到勞工界基本上都歡迎我們這決心和政
府的參與。至於如何能說服僱主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

鄧家彪：將諮詢尋共識
勞顧會勞方代表鄧家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行

會討論方案後，特區政府會再諮詢勞資雙方意見，待有一定
程度共識後，會再諮詢勞顧會，然後再交行會決定。
他指出，勞顧會目前仍未有討論新方案的時間表，會促請

當局盡快召開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理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被
已卸任「老鬼」踢爆在無諮詢、無記錄下，去年底擅自動用
1,500萬元購買保單。新上任的學生會幹事會「理凝」本月
初發聲明稱有關投資屬低風險計劃，着同學不必過分擔憂，
惟近日再爆事端。理大教務委員會學生代表李傲然日前在fb
發帖指，「理凝」財務秘書李躍灝為決定投保的「基金運用
委員會」一員，過往亦曾任評議會財委會副主席，質疑其多
重身份「有沒有任何隱瞞和盤算」，讓本已不了了之的「混
賬」鬧劇又再炒熱。
當今大學學生會活躍分子最擅長互揭黑幕「鬼打鬼」，是次

理大學生會的「投保門」便是由理大前會長黃澤鏗等人聯同校
外政治人物組成的組織—「理事亭」在其fb專頁爆料而起。
事件揭發後，評議會主席葉松青反駁指控不實，強調是次保

單及基金屬低風險投資，程序亦經過理大學生會評議會會議討
論及決議，合乎會章，否認投資涉及利益輸送。惟片面之辭始
終未能服眾，不少學生及公眾意見均認為須徹查事件，要用真
憑實據證明「投保門」中不涉佣金等利益瓜葛，以釋疑慮。

拒交代疑雲 僅稱勿過慮
至本月初，新上任學生會幹事會「理凝」就事件發表回應，

聲稱已向臨時行政委員會了解事件，承認有關決策太過倉卒，
但強調當中投資是低風險計劃，着同學不必過分擔憂。「理
凝」又強調未來若遇類似事件定會諮詢各會員以增加透明度。
有關聲明引來網民大肆抨擊，批評「理凝」既無解答「回佣」
以至「黑箱作業」等種種疑雲，亦無就事件問責，僅以一句
「同學不必過分擔憂」敷衍了事，得過且過。

「老鬼」批圖淡化事件
本來事件逐漸不了了之，但有理大「老鬼」再出新招。理

大教務委員會學生代表李傲然前日在fb發帖，自稱本來「受
多位理大學生會內前輩『白帝城託孤』，多番叮嚀要好好看
緊這個『末世』下的學生組織」，過去一星期卻忍無可忍，
決定將所知事情公諸於世。
文章以「理凝財秘失職隱瞞 問題未解決盡見無能」為題，

重點針對「理凝」財務秘書李躍灝，質疑對方其實是決定投保
的「基金運用委員會」一員，亦為前財務委員會外務副主席，
對方多重身份下「對理大學生會內的財政事宜理應有一定了解
之餘，亦應該對過去學生會發生過的事都有所認識。」
惟文中透露，李躍灝於最近評議會會議上所公佈的財務報表

中，沒有交代各項收支的細節，亦沒有交代當中所有的保單去
向、過去現時未來的所有資產等，質疑「理凝」所謂「不必過
分擔憂」是如何推論，並質問「理凝」是「真正無知或是有意
欺瞞」，暗示有人另有盤算，圖使事件不了了之。

理大「投保門」再出事
現莊被踢爆「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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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新聞處
昨日公佈，林

鄭月娥將於明日及後
日訪問深圳、中山及
珠海，其間會主持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
祥波書院開幕典禮，
考察中山國家健康科
技產業基地、翠亨新
區、珠海橫琴新區等，並會分別與深圳、
中山及珠海市領導會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特首辦
主任陳國基將會隨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會參與部分行程。
林鄭月娥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署理特首職務。

赴中大深圳新書院開幕禮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她當年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出席中大（深
圳）祥波書院的動土禮，如今書院落成，
她非常高興與深圳市領導一起出席開幕典
禮。至於珠海和中山，她則是首次以特首
的身份訪問。
她表示，此行是為即將出台的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做進一步的準備工作，「大
家都記得，在兩會期間，總理李克強的工
作報告已經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很快會出台，亦鼓勵三地政府要積極落實
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一個世界級的大灣
區。」
對於立法會下月考察大灣區，林鄭月娥
表示，議員去的城市比她更多，包括深
圳、廣州、中山、東莞和佛山，並欣悉已
經有36名跨黨派議員報名參加，而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會協助做一些與廣東省的聯絡
工作。她希望議員有一次非常有建設性的
考察，便利當局日後推動大灣區的工作。
另外，行會將於下月17日復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昨日
舉行首次會議。特首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應利用好獨特優勢，特區
政府也應有前瞻性和策略性，要以
創新及科技推動新經濟發展，才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在顧問團會議前，先

在禮賓府宴請顧問團成員。她在
會議上分享對香港未來的願景，
尤其如何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
和特區政府作為「促成者」和
「推廣者」的新角色，令香港能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她指出，政府在管治上必須有

前瞻性和從策略角度考量，而除
了鞏固及提升傳統產業外，香港
要以創新及科技推動新經濟發

展。她又提到，以政府良好的財
政狀況，應更積極投資未來。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在會上解

說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介紹香港
經濟的中期預測、現時的財政狀
況及香港面對的經濟挑戰。
顧問團成員在會上討論了香港可

如何抓緊「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也就維
持香港中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提
出意見，最後決定進一步研究，探
討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尤其
是可以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
市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及資訊
流的建議措施。

創新辦聘逾20青年成員
另外，林鄭月娥昨出席行會前表

示，由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成的政策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將於下月1日正
式成立，而招聘工作已經完成。
她續說，創新與統籌辦除了聘請

20名至30名青年外，兩個招聘委員
會本身也是突破，成員當中有外界人
士及退休公務員。「很高興地說，我
們應該招聘了20多位，基本上都是
青年人，因為有九成都是35歲以下
的青年人，而且在面試的80位中有
七成以上都是有碩士學位，他們都是
來自不同的專業，亦是非常有志於做
政策研究和統籌的工作。」
林鄭月娥預料，獲聘者會在4月

下旬至6月底前陸續就任，屆時創
新辦會進入工作階段，希望能夠
為特區政府在政策創新和政策統
籌方面作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本周四於灣仔會展舉行的第
六屆Art Basel Hong Kong（巴塞
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共展出來
自32個國家及地區的藝術品。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指，西九文
化區中兩個全新的博物館，包括
展示現代藝術館的M+博物館及
稍後落成的香港故宮博物館，加
上香港藝術館未來擴建後，相信
本港文化藝術前景相當有希望。

第六屆Art Basel Hong Kong將
於本周四（29 日）在灣仔會展
舉行，大會昨日舉行開幕典禮。
林鄭月娥表示，4 年前亦曾為
Art Basel致辭，當時是以政務司
司長身份出席，當時已預期藝術
展將成為標誌性藝術界活動，現
時藝術展的成功已超乎當時預
期，相信會為香港帶來世界級的
藝術展覽和藝廊，更拓展一群喜
愛藝術的觀眾，令香港成為文化

之都。
巴塞爾藝術展全球總監Marc

Spiegler說，今次藝術展內藝術品
橫跨20世紀初的現代時期及最近
期的當代作品，如本港藝術家黃
榮法通過霓虹文字及比例荒謬的
廉價鍍金腕錶，表達對時間的看
法；印度藝術家Vivek Vilasini創
作的《City-Fifth Investigation》，
利用31張曝露於印度新德里一大
廈天台的米紙，其吸納了新德里
的塵土及空氣污染物，表達氣候
變化及污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早前的民主黨黨慶晚宴上，特首林鄭
月娥捐出3萬元，贊助該黨前立法會
議員李華明獻唱。她昨日解釋，自己
和李華明是逾20年的朋友，見他在台
上獻唱未籌夠金額，所以才作出此人
性化、友情的行為。她對事件引起各
方反響表示不好意思，重申往後會繼
續重視行政立法關係，對事不對人。
林鄭月娥昨日解釋稱，當晚是正常
聚會，如果有不同政黨邀請她出席這

類晚宴，她也一定會去，除非該黨鼓
吹「港獨」，「否則對我而言是沒有
分別，我都很樂意出席。」
她指當晚捐錢是很人性化及友情的

行為，因李華明和她相識超過20年，
而對方上台獻唱前，就告訴她那首歌
是唱給她聽的，「上去後他說籌了26
萬，真的很希望『齊頭數』，看看在
場有什麼人能夠繼續贊助他，等了一
會兒都沒有人舉手，我下意識便去支
持我的朋友，只此而已。引起了對於

民主黨的不便和引起了建制派政黨的
不安，我只能夠說不好意思。」

「大和解」標籤非己意
對於其社交平台賬戶有關她出席晚

宴的帖文中，加上「大和解」的標
籤，林鄭月娥解釋，是負責管理其賬
戶的特首辦員工自作主張，對方已跟
她道歉，而她也覺得非常不適合，因
為她跟政黨根本沒有什麼大仇恨，不
需要去作「大和解」。
她重申，以後會繼續重視行政立法

關係，重視與各個政黨的互動和溝

通，「但是我明白如果社會上認為行
政長官還是謹慎一點，不要有這麼多
人性化的表現，我會克制一點。」
她又提到之前在沒有安排下，接收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及一批罕見病
患者的請願信，指對方是非建制派議
員，但她覺得社會對她有期望，故
「對事不對人」是其施政方針。
林鄭月娥又說，上周跟立法會各黨

派見面後，他們前日已就如何在財務
委員會審批更多撥款互相溝通，她感
激各黨派，並希望他們今日的會面能
再給她一些回饋意見。

讚港文化前景有希望

捐款撐華明 林鄭為友情

創科拓新經濟 融入國家大局

■澳門中聯辦26日舉行會議，向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社會各界代表等傳達全
國兩會精神。

■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到訪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