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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興瑞：以全球競爭高度建設灣區
蔡冠深率團訪粵 商共同推動戰略落地

央視快評：應審盡審 凡審必嚴 嚴肅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在廣州會見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率隊

的聯盟代表訪問團，聽取三地企業家對大灣區建設和發展的意見。馬

興瑞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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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應以打造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平台的

高度，來謀劃大灣區的發展。與會企業家表示，大灣區建設商機無

限，將積極參與其中，發揮企業家作用，共同推動大灣區戰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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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賄1068萬
人保原總裁王銀成囚11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端報道，

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宣判中國人
民保險集團原黨委副書記、總裁王銀成受賄案，
對被告人王銀成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對王銀成受賄所得財
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6年至2016年，被告人王銀

成利用擔任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
委員、副總裁、黨委書記、總裁、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黨委副書記、總裁等職務便利，為相關單位
和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晉陞、子女就業等事項
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近親屬，非法收受財
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70.2966萬元（約合港幣
1,068萬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王銀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財物，數額特別巨大，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王
銀成到案後，如實供述，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
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
贓，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從輕
處罰。遂作出上述判決。被告人王銀成當庭表示
認罪服判，不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審計委員會周三下
午召開第一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落實黨中
央對審計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強全國審
計工作統籌，優化審計資源配置，做到
應審盡審、凡審必嚴、嚴肅問責，努力
構建集中統一、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
審計監督體系，更好發揮審計在黨和國
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對此央視發表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審計工作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
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律，對國家審計現代
化做出了全面部署，為審計工作確定了
新的方向和目標，對於更好發揮審計在

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
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完整監督鏈條 構建高效體系
快評指出，新時代新起點，審計工作

要更好發揮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
要作用，關鍵在於加強黨對審計工作的
領導。
一方面，要強化中央審計委員會頂層

設計和統籌協調的職能，着力解決影響
審計工作科學發展的體制障礙、制度缺
陷和管理漏洞，提高把方向、謀大局、
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自覺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折不扣地落實
中央政策，確保政令暢通。
另一方面，要強化上級審計機關對下

級審計機關的領導，這不僅是法定職
責，也是保證中央審計政策落實到位的
制度性安排。以往各級審計機關因轄地
所限，造成分段監督，常留下監督漏
洞，只有加快形成審計工作全國一盤
棋，才能建立完整監督鏈條。
與此同時，僅依靠審計有限資源是不

足的，有必要調動內部審計和社會審計
力量，統籌整合各方資源，增強審計監
督合力，確保應審盡審、凡審必嚴、嚴

肅問責。
快評最後指出，打鐵必先自身硬。審

計是一項專業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
要努力建設一支信念堅定、業務精通、
作風務實、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專業化審
計幹部隊伍，推進審計的法制化、規劃
化、職業化，最終實現以審計精神立
身，以創新規範立業，以自身建設立
信。
我們要深刻領會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重要講話精神，以更新的舉措、更大
的作為、更加積極有效地推進審計工作
改革創新，構建集中統一、全面覆蓋、
權威高效的審計監督體系。

馬興瑞高度肯定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
聯盟作為一個聯合三地企業精英的

組織，對企業家們參與灣區建設的熱情
充分鼓勵和支持，對於提出的意見和建
議，亦積極回應。

具體細節尚待研究
馬興瑞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深

化「一國兩制」實踐，新時代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特別是打造國家參與全
球競爭的重大平台，具有重要意義。
近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公佈之

際，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來到廣東調研，對高質量高起點做好
大灣區規劃建設和打造世界一流灣區和
城市群提出要求。
馬興瑞表示，大灣區建設的具體細

節，三地還應進行深入研究。不僅要從
三地的發展，還要從整個國家以至世界
的未來發展，來描繪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藍圖。
他續指出，目前廣東對於如何進一步

高質量發展，正深入開展「大學習、深
調研、真落實」活動，思考如何更好發
揮「一國兩制」優勢，抓住牽一髮而動
全身的關鍵問題，着力推動解決制約發
展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要
素便捷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支撐
大灣區改革開放的創新政策體系。
而近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亦兩次率隊來到廣東，對大灣區城市進
行第二輪調研，很實在，很務實。
他表示，大灣區建設和世界上其他灣

區不同，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
稅區下進行的，這是難點，也是關鍵。

中國人有智慧，一定能在保證「一國兩
制」前提下，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發揮
制度性優勢。對企業而言，大灣區建設
中，市場准入的放寬等一系列突破，將
是企業全所未有的機會。

聚合其他灣區優勢
蔡冠深指出，對於大灣區建設，三地

企業家非常重視。此次粵港澳大灣區企
業家聯盟廣州之行，均為三地工商界領
袖。
他表示，紐約灣區的金融、三藩市灣

區的科技創新、東京灣區的製造業各有
特色，而粵港澳大灣區則分別擁有香港
金融中心、深圳科創中心、珠三角製造
中心等，聚合了其他灣區的優勢，因
此，將成為全球經濟實力最強最有活力
的灣區，他對此信心十足。
此行，參與會見的20位企業家代表，

包括廣東省工商聯主席蘇志剛、廣州市
工商聯主席袁志敏、信義（玻璃）董事
局主席李賢義、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王惠貞、畢馬威中國區企業主管合夥人
龔永德、香港新界總商會會長張熙德、
中信國通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斌、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執行會長陳
文輝等，分別就大灣區建設發展提出多
項建議。
廣東省政府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參加會

見，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張
虎、廣東省發改委主任葛長偉、省科技
廳廳長王瑞軍、省港澳辦主任廖京山、
省金融辦主任肖學、省經信委副主任吳
東文、省公平貿易局局長李勇毅等亦一
同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昨
日，廣東省委副書記、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在
會見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訪問團一行時表
示，廣州近年發力高新科技產業，目前已形成
大量平台型科技創新企業和機構。未來幾年，
廣州將有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高新科
技投入，目前5,000億元已先期落實。在科技
創新方面，與香港合作潛力巨大。
任學鋒表示，近年來，廣州最重要的轉變，

就是加快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走科技創新
之路。數據顯示，2015年，廣州高新科技企
業僅2,000多家，之後，在一系列政策及相關
配套的牽引下，廣州每年新增的這類企業迅猛
增加，僅一年的增量便在2,000家以上。預計
到2020年，廣州高新科技企業將超過1萬家。
任學鋒表示，在這方面，廣州和香港將有巨

大合作優勢。香港有非常獨特的優勢，比如香
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在企業融資方面非常靈
活，內地城市無法比擬。又比如，香港專業人
才非常多，而且素質高。香港高校科研能力
強，在大灣區首屈一指。
他續談到，近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來粵調研，對廣州印象十分深刻，一方面是廣
州城市管理變化巨大，另一方面是廣州科技創
新氛圍特別濃厚。
對此，蔡冠深表示，廣州科技創新取得的成

績有目共睹，今後，料將吸引更多包括港澳在
內的大灣區科技企業和科研力量，助力打造以
廣深港為核心的大灣區世界一流科技創新中
心。

廣州萬億投科創
穗港合作潛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會見中，來自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家聯盟三地企業家代表，對大灣區建
設中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
要素流動的打通十分關注，並就推動
大灣區建設提出多項建議。
蔡冠深表示，目前，大灣區建設在

基礎設施建設等硬件方面，已經做得
非常好。包括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
橋的即將通車，將為三地形成1小時生
活圈，提供極大支撐。而在基礎設施
建設下，如何打通人流、物流、資金
流、信息流，將十分重要。
如在人流方面，港青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需要更多國民待遇，讓他們在
大灣區內生活更為便利。在資金流方
面，如何讓資金更順暢地雙向流通，

將是廣大企業和居民十分關注的問
題。
經調研，蔡冠深代表聯盟，向廣東

省政府提出5條具體建議。第一，能否
設立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銀行，讓
企業更好地融資。第二，由廣東省政
府牽頭，可考慮設立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基金，對接灣區整體的建設。
第三，「1+3大河套創新區」怎麼發
展，可否出台具體指引 。第四，南沙
自貿區粵港澳深度合作試驗區（香港
園），項目具體怎麼落地。第五，能
源領域，能否讓包括港企在內的更多
企業參與。
對於蔡冠深代表聯盟提出的建議，

馬興瑞表示，廣東方面將組織力量認
真研究。

推動要素流動 聯盟提五建議

■馬興瑞（右）會見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率隊的聯盟
代表訪問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紫禁書院珠海設分院
推動故宮文化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故
宮博物院「紫禁書院珠海分院」昨日在珠海橫琴
新區香洲埠揭幕，將以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故宮文
化對外傳播。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透
露，未來紫禁書院將陸續在全國乃至海外地區創
建上百家分院，將故宮的文化通過分院場所運營
更為廣泛地傳播開來。
王亞民說，隨着港珠澳大橋即將建成通車，毗

鄰港澳的珠海橫琴將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門
戶，而珠海分院落戶於橫琴香洲埠，是紫禁書院
對外拓展的重要一站。
據了解，紫禁書院珠海分院落戶的香洲埠，是

廣東重大文創項目庫三個項目之一，建有136棟
四合院，涵蓋川、晉、徽、海派、嶺南等中國最
具代表建築風格，採用寬街、窄巷、四合院傳統
制式佈局，由600名非遺工匠用石雕、木雕、磚
雕等工法精雕細琢，歷時5年營造而成。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兵 南寧報

道）第十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暨第
二屆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發展論壇昨
日在廣西南寧舉行。中新互聯互通南向
通道，正成為東南亞地區與中國西部腹
地經貿往來陸海聯運國際新通道，各方
在會上呼籲要共建共享這條國際陸海大
通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飈在發言時稱，南

向通道作為中國和新加坡戰略性互聯互
通示範性重點項目，是推動「一帶一
路」建設向縱深發展的新突破、新措
施、新領域、新拓展、新工程，是構建
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依託，是
中國西部地區新一輪開放開發的新引
擎，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馬飈在會上提出四點倡議，一、秉承

合作共贏的核心理念；二、中國對外開

放不是要唱獨角戲，歡迎各方共同參與
建設國際陸海貿易通道；三、以重點項
目為抓手，堅持以項目為載體；四、把
創新驅動作為發展動力，推動經濟區域
全球化和一體化。
馬飈指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是

「一帶一路」合作創新的產物，要以創
新的理念，在發展理念、戰略規劃、機
制培育等方面積極探索創新。推動泛北
合作升級。

鞏固中國—東盟自貿區架構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鹿心社說，

南向通道建設是廣西全面融入「一帶一
路」建設的關鍵舉措，廣西將堅持以南
向通道建設為載體，立足「一灣相挽十
一國，良性互動東中西」的獨特區位，
主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大局，進一步提
升全區對外開放合作水平，共同推動南
向通道上升為國家戰略，打造共商共建
共享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新加坡外交部兼貿易及工業部高級財

務次長陳有明在大會發言時表示，作為
東盟輪值主席國，新加坡希望加強區域

內互聯互通，實現東盟和中國貿易的流
通和便利化。陳有明在會上提出三方面
建議：進一步鞏固中國—東盟自貿區架
構是中國東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二是
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三是加強人文
和商務往來，同時加強數據互聯互通，
促進電子商務流通。
今年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表
《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主旨演
講一周年，也是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
伴關係15周年。中國—東盟將打造更高
水平的戰略夥伴關係，構建更為緊密的
命運共同體。
商務部副部長高燕、文萊財政部第二

部長劉光明、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
陳武、重慶市副市長李殿勳在會上作了
主旨演講。
論壇還舉行了中國—東盟部長高端對

話、省長高端對話以及專題高端對話，
並同期舉辦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
絡工作會議、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發展論壇、泛北智庫峰會等三個分論
壇。

■昨日，第十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暨第二屆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發展論壇在
廣西南寧開幕。 新華社

■任學鋒（右）與蔡冠深進行會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