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帥誠）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在廣東調研
自貿試驗區建設和深化粵港澳合作等工作，並在
擴大開放工作座談會中強調要高質量高起點做好
大灣區規劃建設。香港政界人士認為，韓正是次
調研反映了中央對大灣區的重視，而大灣區規劃
出台在即，香港應該做好多方面的準備，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
司榮譽董事長盧瑞安：

韓正在講話中強調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部
署的國家戰略，並親自南下視
察，反映中央對大灣區以及粵港
澳合作的重視。
他認為，大灣區規劃對香港十

分重要，隨着規劃即將出台，港人應該做好多方
面的準備，做好技術上及心態上融入國家大局，
而香港年輕人更應加緊認識國家發展，抓住機
遇。事實上，香港多所大學均在國際上名列前
茅，擁有不少科技、金融等界別的人才，現時應
聚焦於經濟發展，以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韓正非常熟悉經濟發展，是內
行人，令人對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更有信心。他是次南下廣東，相
信將能更快更好地推動大灣區規
劃。
陳勇表示，現在萬眾期待規劃

的細節，相信韓正此行亦將提升規劃內容，及做
好協調的工作。他呼籲香港各界應把握「坐頭等
艙」的機遇，發揮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
就韓正提到要對一切不符合新發展理念的思想

觀念都要堅決摒棄，他認為港人亦應摒棄過去的
限制、自我綑綁及政治化等，不應再忽略經濟發
展，以及不要再發生影響兩地關係的事情，積極
融入大灣區規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
韓正親自南下並指導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深化粵港澳合作
等工作，是具體推動相關工
作，對香港融入國家給予實質
支持，冀香港各方面積極準
備，加強學校教育及市民的認

知，為大灣區發展打好基礎。
他強調，國家早前對香港的創新科研提供資

助，如虎添翼，有信心香港的創科發展會迎頭趕
上，並助力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
預計韓正調研後，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的出台將更快，屆時
科研資金跨境、港澳科研人才
在內地福利待遇等情況的改
善，將進一步吸引港澳青年人
才到大灣區生活、創業，同時
也會推動粵港澳三地的經貿文
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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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要點
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

■要緊緊抓住制度創新這個核心任務，努力形

成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成果

■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建設誠信體系，

打造高標準、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

的營商環境

■要推動通關一體化改革，建設智慧海關，讓

國門更安全、通關更便利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要高質量高起點做好大灣區規劃建設，打造

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要優化產業佈局，發展實體經濟、高新技術

產業、現代服務業

■要吸引國際創新資源集聚，打造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

■要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全面

加強生態環境建設，重點推進水污染治理

資料來源：央視

赴粵調研 強調建世界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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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規劃建設
高質量高起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5月20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在廣東調研自貿試驗區建設和深化粵港澳合作等工作。在深圳主持召開擴大開放工

作座談會時，韓正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

的國家戰略，要高質量高起點做好大灣區規劃建設，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各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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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下稱夢工場）於2014年12月7
日由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聯與香
港青協三方發起成立，是服務深
港及世界青年創新創業的國際化
服務平台，也是港青北上深圳創
業的熱門選擇。
據悉，韓正在夢工場與6個創業
團隊交流，包括胡桃科技、微埃智
能科技、隨身寶科技等，其中有多
個香港團隊。香港青年、前海隨身
寶科技創始人郭瑋強表示，項目主

要致力於讓隨身物品智能化，如讓
錢包可以驗鈔、旅行箱能自己秤
重、手機可給行李箱開鎖等。他高
興地說，韓正當天了解了項目整體
情況之後，試用了其智能化的行李
箱，表示很喜歡。在介紹項目之
餘，他也表示希望未來能夠在大灣
區其他城市有所發展。
郭瑋強指，大灣區各個城市有各

自的優點和資源，如深圳比較強的
是智能硬件，東莞製造比較好，
香港在科技方面比較有實力，如
果能夠聯合各城市的優勢產業資

源，再透過香港國際化平台，能做
出更好的產品。他表示，現時團
隊主要在深圳和香港，希望大灣
區能夠有更多支持創客的政策和
資金支持，未來也希望能夠經常
去大灣區的不同城市。
據悉，截至去年12月底，夢工

場引進培育各類創業團隊共計
304家，其中港澳國際團隊達158
家，累計融資超過14億元人民
幣，還為香港大學生提供1,500個
實習崗位，接待近2萬名香港學
生前來交流學習。

韓正先後到廣東自貿試驗區珠
海橫琴片區、廣州南沙片

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調研自
貿區規劃建設發展情況。韓正實
地考察港珠澳大橋建設；前往粵
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深港
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了解園區
建設發展前景；到前海e站通服
務中心，調研全流程改革情況；
到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了解企業
推動核心技術研發和數字化轉型
情況。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韓正與深港青年創業創新團隊互
動交流，仔細詢問項目研發、市
場前景、政策支持等情況，鼓勵
他們抓住重大機遇，為促進兩地
共同發展作出貢獻。
他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
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定不
移推進改革開放，對一切不符合

新發展理念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
摒棄，一切不符合高質量發展要
求的體制機制都要大膽改革，一
切制約創新的管理方式都要促其
改變。

發展高新產業 打造科創中心
22日下午，韓正在深圳主持召

開擴大開放工作座談會並講話。
韓正表示，建設自貿試驗區是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
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的重大戰略舉措。廣東自貿試驗
區建設要緊緊抓住制度創新這個
核心任務，努力形成更多可複
製、可推廣的制度成果。要加強
事中事後監管，建設誠信體系，
打造高標準、國際化、法治化、
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要推動通關
一體化改革，建設智慧海關，讓
國門更安全、通關更便利。

韓正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
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
要高質量高起點做好大灣區規
劃建設，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要優化產業佈
局，發展實體經濟、高新技術
產業、現代服務業。要吸引國
際創新資源集聚，打造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要貫徹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全面加強
生態環境建設，重點推進水污染
治理，2019年深圳市要全面消
除黑臭水體，2020年廣東地級
以上城市建成區要基本消除黑臭
水體。廣東要更好發揮改革開放
的排頭兵、先行地、試驗區作
用，完成好黨中央交給的各項任
務，不斷取得新成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

委書記李希參加上述活動。

港青盼更多政策資金惠創客港青盼更多政策資金惠創客

對於韓正在粵調研提出的
相關要求，中山大學粵港澳
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光南表

示，廣東自貿區其實提前積累了港澳融入大灣區
發展的經驗。在跟香港、澳門對接方面，三個自
貿片區每年都提供了大量的可推廣案例。他表
示，未來自貿區還可以在服貿領域建設合作示範
區平台，讓粵港澳大灣區共享金融市場。粵港澳
大灣區的城市與城市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是有
梯度的，它們之間可以互補。通過建立服貿領域
的平台，還可借助香港的專業服務，推動廣東製
造走出去。此外，香港的教育培訓人才，也可通
過平台推動廣東製造業轉型和服務業升級。
對於韓正親臨廣東展開調研，專家認為，這
表明未來大灣區的發展很可能將建立由中央高
層親自主導的協調機制，這對於存在「一國、
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的大灣區的協調發展
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於韓正提到的要優化產業佈局、吸引國際

創新資源集聚、全面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暨南
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教授陳章喜表示，科
技創新和環境優美是世界一流灣區的「標
配」。在大灣區規劃出台前夕，韓正提出相關
要求，意味着大灣區擔當着引領科技世界科技
潮流方向的重任。他分析，大灣區未來在科技
創新產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關鍵技術和高端
技術，彌補目前內地核心技術不足等短板。陳
章喜又指出，要吸引國際創新資源集聚，優質
環境十分重要。為此，重視生態環境建設，正
是為未來吸納全球高端人才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重視生態建設
準備全球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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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在深圳主持召開擴大開放工作座談會並講話韓正在深圳主持召開擴大開放工作座談會並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韓正在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了解企業推動
核心技術研發和數字化轉型情況。 新華社

■韓正在珠海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了解
園區建設發展前景。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
記者帥誠 攝

■■韓正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與深港青韓正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與深港青
年創業創新團隊互動交流年創業創新團隊互動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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