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由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聯
合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
已到最後的籌備階段，截至本周
二，共有32名議員報名參加，當
中包括9名反對派議員。此行將
會到訪5個城市，主要參觀金融
科技、創新科技、文化產業和基
礎建設，並會與規劃大灣區的官
員會面。有部分報名的議員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希
望各黨派議員可放下成見，透過
是次考察，增加對大灣區的了
解，從而思考香港未來發展方
向。

三日行程參觀五市
考察團將於下周五至周日舉

行，行程包括廣州、深圳、佛
山、中山及東莞。團長林健鋒指
出，除暫有 32 名議員參加之
外，更有4名相關的局長一起同
行，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
偉雄。他期望在考察期間，能夠
增進議員對大灣區的了解，從中
發掘當中的好處，並讓香港各界
人士知道當中的商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
出，早前習近平主席提出5個方
向，包括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加
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
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着力發
展開放型經濟、深化經濟體制改
革，其中大灣區就是國家的重點
策略之一，是次考察主要希望了
解大灣區的發展情況，香港特區
如何配合，更重要是能否為港人
打通渠道，讓日後進入大灣區就
業、投資等，取得稅務及資金流
動等便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

期待透過考察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
及經濟發展，而他個人比較關心兩
地文化與體育項目，希望日後可以
有多些互動。特別是高鐵通車、西
九文化區設施陸續落成，他希望可
以在大灣區內有更多宣傳，藉以推
介旅客參與香港的文化藝術表演等
活動及節目。
雖然是次參觀項目沒有涉及文化

及體育元素，但他認為藉着考察拜
會，議員可向省級或市級政府代表
反映上述意見。

重點考察高新科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

出，初步了解，今次訪問行程主

要參觀內地的高新科技發展，例
如人工智能、微眾銀行，即內地
首家虛擬銀行等，而內地的電子
貨幣發展，較香港走得更前，預
計此行將刺激大家的思考。
他同時希望較少回內地的議

員同事，能夠把握今次的機
會，放下成見，真心了解大灣
區的發展。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認

為，是次參觀行程很具意義，因
為深圳被視為中國的矽谷，高新
科技、人工智能公司林立。
他表示，相信未來的經濟主流

應以高新科技為主，希望透過考
察，加深與相關公司的彼此認
識，吸引對方來港上市，發揮香
港金融市場的優勢。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

為，金融界的未來發展，均須與
高新科技結合，而內地在這方面
的發展，擁有一定的成就，期望
今次考察，會引起大家思考香港
特區如何配合大灣區發展的大潮
流。
他更希望同行的反對派議員，

從是次的考察行程，了解到世界
大潮流，不要再無理拖慢特區政
府的政策，好讓香港社會得以健
康發展。

■立法會多次舉辦內地考察團。圖為去年四月議員
考察東江流域，聽取深圳水庫運作簡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9名反
對派議員報名考察大灣區，踏出認識和接觸
內地實況的第一步。有人稱會以平常心對待
考察，也有人希望能了解大灣區的金融科技
等，希望可以有互動。

平常心對待 多了解情況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稱，一切將聽從立法會

秘書處的安排，以平常心對待。其黨友郭榮鏗
謂，今次屬實務性考察，了解區內的經濟、金
融服務、高新科技、人工智能等發展，全屬實
務性的工作。
「專業議政」梁繼昌稱，自己希望了解大

灣區內的金融科技、創新科技、基建、文化
等範疇，期望大家能夠有互動。自己則較為
關注大灣區的環保問題，認為從空氣、水質
等，都需要彼此配合與合作。

反對派9議員報團

立會32議員下周五訪大灣區
經民聯︰林健鋒（團長）、

張華峰、盧偉國、劉業強

民建聯︰葛珮帆、何俊賢、
周浩鼎、劉國勳、
梁志祥、鄭泳舜

工聯會︰何啟明

新民黨︰葉劉淑儀、容海恩

自由黨︰邵家輝

六人組︰陳健波、姚思榮、
馬逢國、廖長江、陳振英

其他建制派︰謝偉俊、田北辰、

吳永嘉、潘兆平

民主黨︰胡志偉、黃碧雲、林卓廷

「專業議政」︰莫乃光、梁繼昌、
葉建源、李國麟

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

註︰截至4月10日報名情況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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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周五）

上午

■參觀華為坂田總
部

中午

■與深圳市政府會
面，了解深圳市
發展和在大灣區
建設的角色

下午：

■考察深圳市智慧
城市管理（交通
監控中心）

■參觀內地首家虛
擬銀行「微眾銀
行」

晚上：

■與東莞市政府會
面，了解東莞市
發展和在大灣區
建設的角色

4月21日（周六）

上午：

■考察松山湖科技
產業園區，包括
國家級「散裂中
子源」基地

■經虎門大橋前往
中山翠亨新區

中午：

■與中山市政府會
面，了解 中山市
（ 包 括 翠 亨 新
區）發展和在大
灣區建設的角色

下午：

■考察深中通道
（第四條跨珠江
口公路，建設
中）

■考察廣州市南沙
區 慶 盛 交 通 樞

紐，遙望虎門二
橋（第三條跨珠
江口公路橋，預
計2019年完成）

■前往佛山市，考
察 佛 山 三 山 新
城，科技創意產
業平台

晚上：

■與佛山市政府會
面，了解佛山市
發展和在大灣區
建設角色

■考察佛山嶺南天
地

4月22日（周日）

上午：

■前往廣州市

■登廣州塔，考察
城市發展規劃

■考察科大訊飛，
人工智能龍頭企
業

中午：

■與廣東省政府會
面，了解廣東省
發展及在大灣區
建設的角色

下午：

■考察珠江新城的
地標性文化設施
群

■考察廣州南站
（廣深港高鐵接
駁全國高鐵網樞
紐站）

■乘坐高鐵前往深
圳福田站，乘車
從福田站往皇崗
口岸

傍晚：

■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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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宴請王志民 議員報名51
建制派歡迎常溝通 籲反對派珍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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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周二，立法會秘書處共接
獲51名議員的回覆，表示將會

出席立法會議員與王志民的午宴，
包括8名反對派議員，即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與黨員黃碧雲，公民黨黨魁
楊岳橋與黨員郭榮鏗，「專業議
政」莫乃光、梁繼昌和葉建源，及
「議會陣線」的范國威。

8人代表反對派將赴會
有民主黨議員昨日稱，是次午宴
只是普通的禮節性場合，預計不會
有任何突破，而是次只派兩人出
席，是不希望給人民主黨與中聯辦
友好的感覺，而黃碧雲則是作為
「女性代表」出席，以代表「平
權」的意思。
楊岳橋與莫乃光昨日則稱，他們
屆時會把握機會反映對「一國兩
制」的關注，及就早前戴耀廷到台
播「獨」等相關事件「表明立
場」，要求中央政府不應「干預」
香港事務，但聲言反對派對這場飯
局「不抱任何期望」，又稱會否示
威或請願實言之尚早。
范國威則聲言，自己屆時會贈送水
墨畫或字畫，以表達對王志民過去的言
論及中聯辦「干預」香港等行為，有違

「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云云。
「議會陣線」的其他成員表明不
會出席，毛孟靜稱，自己會考慮在
場外示威；「熱血公民」鄭松泰則
謂，自己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向
香港人負責，「毋須與京官打交
道」云云。

建制派望多知國家新政策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認為，中聯辦

作為中央駐港代表，主動與香港市
民打交道是好事，有助中央政府了
解香港市民的想法，特別是對特區
政府施政的意見。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歡迎中聯辦

多與社會各界人士溝通。他指出，
全國兩會剛結束，很多人都希望能
夠得知國家最新的政策，相信透過
是次午宴，中聯辦向大家傳達今年
兩會的重點，故議員不論黨派都應
該出席，以掌握國情。
工業界（二）議員吳永嘉認為，
顧名思義，中聯辦就是中央在香港
的代表，與各界聯絡溝通，跟立法
會這香港特區其中一個重要架構加
強溝通是一件好事。為了香港人的
整體福祉，他希望中聯辦與立法會
的溝通能變成恒常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本月23

日將應立法會的邀請出席午宴。立法會秘書處昨日表示，目前

共收到51名議員報名出席。各建制派議員固然踴躍參與，反

對派亦派出8名代表出席，涵蓋多個版塊，連「議會陣線」亦

有人報名到場，但有人就事先張揚當日或會在門外示威。各建

制派議員呼籲，為了香港的福祉，立法會應多與中聯辦等中央

駐港機構溝通，把握機會加強溝通及了解國情。

▲今年2月8日，中聯辦邀請全體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中聯辦大樓舉
行2018年新春晚宴，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與多位副主任及有關部門負
責人出席。中聯辦勉勵議員努力創
建「愛國愛港、民主和諧」的優質
立法會文化。 資料圖片

◀出席中聯辦新春晚宴的建制派議
員形容，「就像一家人吃團圓
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