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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來，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按照習主席支持香港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指
示，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把握這項重要國家發展策略所
帶來的歷史性機遇，為香港社
會經濟發展提供巨大動力。
習主席去年視察香港時強

調，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用。最近習主席
親自批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會見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時，充分肯定林鄭就任行政長官一年來帶領管治團
隊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所取得的成績。他表示，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
略，希望香港抓住歷史性機遇，充分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積
極參與。

從大灣區戰略把握香港角色和機遇
一年來，特首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積極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從大灣區的大格局、大戰略、大願景中去把握香港
的角色和機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汲取不竭動力，破解香
港深層次矛盾及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
林鄭統籌特區政府不同政策局就大灣區建設提出的意見，
向在大灣區規劃中牽頭的國家發改委作出全面反映，為其編制
大灣區發展規劃，提供有用參考。特區政府與國家發改委、廣
東省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密切合作，在框架協議提到的各個領
域和發展規劃的草擬過程中，反映業界相關的意見。
林鄭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把目前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與內
地合作督導委員會」，易名為「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
委員會」，目的是要聚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此外，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設立「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主任」一職，專責協調相關中央部委及
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
特區政府積極爭取落實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
業、營商、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促進兩地人員、貨

物、資金和資訊的流通。

林鄭坐言起行聚焦大灣區
林鄭坐言起行，帶領管治團隊考察多個大

灣區城市，探索合作新模式；牽頭舉辦「一
帶一路」大型論壇，促進兩地企業併船出
海；倡議設立特區政府有史以來關於科技創
新最高級別的「創新與科技督導委員會」，以最高層次力度推
動香港的創科發展，督導跨局跨部門的協作和投入。
林鄭帶領特區政府加強與內地的區域合作，通過香港與泛

珠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福建
省、深圳市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現有的合作機制，為港人港企開
拓更多商機和發展機會。
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極促進兩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與廣東

省港澳辦合作，通過「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增加香港青年到
廣東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實習名額，旨在為香港青年提供積
累大灣區工作經驗、深入了解國家歷史文化和發展現狀的機
會，創造條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青年共同生活家園。

大灣區成為兩地民眾共同家園
大灣區政策推出後，香港的金融業、物流業、法律服務、
專業服務──包括會計、建築、保險等方面，都看到大灣區發
展的機遇，積極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希望作出政策上的配
合。在林鄭和特區政府的推動下，香港社會掀起粵港澳大灣區
和創科熱，各界積極參與及出謀獻策，各式各樣的粵港澳大灣
區論壇在香港舉行，社會各界和民間智庫亦紛紛提出卓有見地
的研究報告和方案建議，顯示香港正以務實行動謀求在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扮演更積極角色。
在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的努力下，香港與大灣區接通的

基建設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廣深港高
鐵連接國家高鐵網絡，連接粵東和粵西的交通要道，即深中通
道、虎門二橋的興建，區內交通將比現時便利得多。不僅經濟
活動，大灣區內居民的生活圈也會跟現在很不相同。除了基建
變化以外，兩地民眾文化活動的交流、教育、醫療、養老、青
年事務等方面，都可以藉大灣區發展開拓新的空間，讓大灣區
成為內地同胞和港人的共同家園，已經指日可待。

落實習主席決策 把握大灣區機遇開拓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日前會見特首林鄭

月娥，就《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聽取意見和建議。韓

正副總理強調，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

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

略，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實踐，而最根本的一條，

是發展成果要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全體人民

共享，促進香港地區長期的繁榮穩定。林鄭特首自去

年上任以來，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全面貫徹「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落實習主席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精

神，特別是積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促進兩地

合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人將分享更多

國家發展的紅利。面對積極向好的新形勢，社會各界

應繼續大力支持林鄭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建

美好香港。

中央從全國發展大局的戰略高度，為特
區政府施政指明方向，更提供強有力的具
體政策和重大措施支持。去年來港視察期
間，習主席強調，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
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
用。支持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
是最典型例子。

豐富「一國兩制」內涵 維護繁榮穩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粵港澳深層

次、全方位合作的國家戰略，豐富「一
國兩制」實踐內涵，有利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習主席親自謀劃、部署和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今年兩會期
間，習主席出席廣東人大代表團會議
時，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中央作出
的重大決策，要求粵港澳要加強協調配
合，習主席指出，「大灣區搞起來不得
了」。如今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副總理
專門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取她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意見和建議，
反映中央尊重香港意見，重視香港利
益，努力為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有利條件，這也是

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
加快發展的重要體現。
有習主席和中央作為最堅強後盾的支

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按照習
主席的要求和指示，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和時代責任感，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不斷
提高管治水平，盡心盡力服務市民。過去
一年來，林鄭月娥落實競選政綱，一展施
政新思維，善用財政儲備，在新產業、房
屋、醫療、教育等經濟民生範疇投放更多
資源，提出一系列嶄新的施政措施，切實
關顧跨階層民生需要，社會各界深有共
鳴。林鄭特首一年來的有效施政，不僅向
全港市民描繪看得見、摸得着的發展藍
圖，為香港發展帶來新方向，更增加了香
港市民安居樂業的獲得感、幸福感，增強
了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把握國家大勢 主動融入大局
去年「七一」，在習主席的見證下，國

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
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今年以來，林鄭月娥多次訪問大灣區內的
城市，和區內城市和廣東省領導會面，就
日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商討籌備工作，亦

參觀和考察當地創科、科
研、教育、醫療等產業，
以及港人聚居的社區。香
港即將開通3個很重要的
跨境基建，包括港珠澳大
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以及蓮塘/香園圍口岸，
這3個跨境基建順利開通，將實現粵港澳
大灣區內的「一小時生活圈」佈局，為香
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供了重要而良
好的基礎。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一年來，林鄭月娥積極推進與內
地、與大灣區的緊密協作，充分體現把握國
家發展大勢、主動融入大局的發展思維。
經過多年持續的政爭折磨，社會民心思

定，林鄭特首致力重建和諧社會，提高了
施政效率，造福市民，回應了香港社會的
主流訴求。林鄭特首和特區政府過去一年
都保持了較高民望。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12月會見赴京述職的林鄭特首，便肯定她
積極有為，實現良好開局。今天的香港風
更清、氣更正、人心亦更齊，這樣的局面
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共同珍惜和維護，共
同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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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為港青開創美好未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年前親臨香港視察，關心
與推動香港順利向前發展。一年來，在習主席
親自推動下，香港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經濟、社會，特別是青年工作發生了很大
的變化。
習主席在十九大工作報告中表示，青年興則

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習主席一直很重視和關心香港青年。去
年，習主席視察香港時特別叮囑香港政府與各
界人士要關心青年人，要幫助解決實際問題，
為他們成長創造良好條件及環境，令愛國愛港
薪火相傳。

助香港再騰飛
習主席在香港期間，儘管行程緊湊，但習主

席還是抽空與香港青少年會面。他視察了八鄉
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並與青年人交談。習
主席寄語青年，「未來在你們手裡，現在每一
個人、每一代人都有歷史機緣，我想我們這一
代青少年把握住這樣的機會，選擇正確的道路
來服務社會，來報效香港、報效祖國。」今年2
月，習主席還專門給香港「少年警訊」成員回
信，勉勵他們好好學習、健康成長、早日成
才。
在習主席視察香港的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也為香港再
次騰飛提供了重要機遇。在十九大報告中，習
近平主席明確表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
作、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
與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
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國家即將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為大

灣區的未來發展勾劃了宏偉藍圖。大灣區建設
戰略與實施將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
促進香港的產業多元發展，包括創新科技和創
意產業。習主席還曾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促進

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
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
技優勢，這將給予創意無限的
年輕人更多元的創業、就業機
會。
今天，我國的整體經濟總量不

僅位居世界第二位，更重要的是國家在科研投
入年均增長11%，這意味着整個中國經濟結構
發生重大轉變，向着更高質量、更科學以及可
持續的經濟模式轉變。香港特區與廣東省共建
的落馬洲創科中心已經落地，大灣區創科發展
的前景可期。
去年6月，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

工程院院士給習主席寫信，表達希望為國家發
展創新科技。習主席作出指示，支持香港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目前，在國家大灣區發展
戰略指導下，粵港澳將開始新一輪的經濟騰
飛。香港有4所全球100強的大學，在金融服
務業、科技研發等方面均有優勢，特區政府也
正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香港青年可以在服
務和科技創新方面参與大灣區建設。

香港夢中國夢齊實現
香港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為香港

的經濟發展，為港人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特
別為香港的年輕人發揮創新、創造的才能，開
闢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
珠澳大橋今年內即將開通，這也為港青在大灣
區的發展提供便利，讓港青在大灣區找到屬於
自己的美好未來。
一年前，習主席形容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如

同香港特區的成年禮，正所謂「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回歸21年了，香港的青年也與香港
一同成長，更應該借着大灣區發展的東風，在
更為廣闊的空間騰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和與大灣區一起成長的香港夢，將在一代
代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

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為港發展注入動力
楊志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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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一國兩制」香港形勢向好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期間發表一系
列講話，為香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指
路引航，香港發展亦由此邁上新階段。轉眼一
年過去，在主席和中央的關心支持下，香港社
會呈現可喜新氣象，各界齊心協力共圓中國
夢。展望未來，香港社會要遵守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切實維護國家利益，把握時代機遇，才
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中央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為香港發展指明

方向、創造機遇。去年習主席甫抵機場便表明
對香港「表達祝福、體現支持、謀劃未來」，
並在講話中強調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並寄望香港聚焦發展。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重視香港「全球聯繫人」的角色
作用，同時帶動香港自身發展，是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一國兩制」方略
的新特點，也進一步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
成功實踐。一年以來，香港市民時時刻刻都能
感受到習主席的親切關懷，早前對24名在港兩
院院士的信函的指示中，表明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在春節前10天內更對香港連
續3次作出重要指示。習主席的勉勵關懷令全港
市民信心倍增，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驅動力。
香港社會內外政通人和，進入發展新階段。

求和諧、謀發展成為社會共識和主流民意：港
府施政報告的政策措施務實高效，立法會通過
修訂《議事規則》杜絕拉布歪風贏得民心，
「辱華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旺角暴亂案主

謀入獄大快人心。發展是香港
立身之本，港珠澳大橋主體工
程完成交工驗收、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通車在即、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開始動工等，這些令
市民期待的工程項目正緊鑼密
鼓地有序進行。根據統計數
字，香港最新失業率為2.8%，是20年的新
低，經濟增長強勁，社會趨向和諧穩定，香港
在新時代的發展值得市民期待。
配合國家「一盤棋」佈局，香港發展行穩致
遠。中央帶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
建設等高層次機遇，也為便利香港市民提供在內
地發展的新政策措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
劃」出台在即，新一輪建設即將啟動，香港未
來大有可為。「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
各界應把握好機遇，繼續發揮金融體系完善、
法治廉潔、與國際接軌等優勢。同時，也要與
內地進行深層次互補，實現共同繁榮發展。隨
着兩地往來日趨緊密，在人才交流、文化經濟
等各方面深度融和，青年人可以在更廣闊的舞
台大展拳腳，為國家的富強作出貢獻。
「香港一直牽動我的心」，在習主席的高度

關心下，這一年來香港蓬勃發展，呈現穩步向
上的勢頭。背靠祖國，香港各界要再接再厲，
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不負國家
對香港的期望和支持，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
大榮光。

莊紫祥 博士 哈爾濱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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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政府提出「理財新哲學」，並在創科、教育等領域加
大投入。政府主動出擊，奮起直追，值得肯定。但在筆者看
來，做「有效政府」，更需要腳踏實地，發揮實幹精神，將很
多眼前的「小事」真正做好，這樣才能算是惠及眾民，真正
「以人為本」。
近年來，政府擺脫過去「守財奴」式的理財思維，在多個
領域加大投資，開拓創新，特別是在創科及教育領域尤其如
此，今年的預算案撥給創新科技的金額，由去年的100億元大
幅增加至500億元，而教育開支更是多達1,137億元，按年度
增加逾28%，佔總開支20.4%，成為了年度預算中的最大支
出。
這些加大投入的舉措體現現屆政府的決心和魄力，但實際
運用仍有不少問題。
以教育為例，今年財政預算案對教育的投入較上屆為多，但筆
者認為，除了增加撥款外，亦應着意有關撥款是否用得其所，檢
視以往的政策是否真的能讓相關人士受益。例如，生涯規劃教
育就值得反思，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多年來效果並不理想。
自2014/15學年起，政府向每所公營及直資中學提供每年約
50萬元的經常性津貼，以改善傳統的升學就業輔導，全香港
有500餘間中學，一年大概需要投入近3億元。政府原本是好
意，希望通過輔導，為學生尋找暑期實習的機會，讓學生提前
體驗及了解各行業。然而，根據教育局到學校進行諮詢觀察所
得，逾80%學校運用這筆津貼聘請員工，只有20%的經費用
於舉辦活動，每年只給學生創造大約1,000餘個暑期實習崗
位，效果可想而知。
大量資金投入，沒有用得其所，只為學校開創了更多崗
位，學生沒有得到應有的利益。筆者認為，政府不如通過和企
業或者團體合作，相信比原本方式更有效果。舉例來說，政府
和企業或者團體合作，對於每一位想要尋找暑期實習機會的學

生，政府可以拿出1萬元，一半補貼給公司作
為行政費用，另一半補貼給學生，這樣學生
既有補貼，又能得到機會，投入資金比以往
少很多，受惠學生的數目相信亦會增加。學
生、學校、企業三方都受益，比以往盲目撥
款更有實際作用。

香港發展需要腳踏實地
發展香港需要多一點實幹精神，腳踏實地地將一些眼前
「小事」做好，才能真正為市民服務。
日前，筆者去流浮山一帶遊覽，發現當地的道路缺乏管理

和維護，很多共享單車隨意堆放在路邊，嚴重影響了周圍的風
景和秩序。流浮山周邊的水果長勢喜人，鮮有人知；風景優
美，可是交通配套不足、又缺乏旅遊設施，多年來成為發展的
絆腳石。這些都是值得反思。
共享單車的問題由來已久，在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提出
意見和建議，政府也作出回應，承諾處理單車違泊問題。時間
過去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
政府在農業發展上投入很多，但是重心放在配備先進科

技、商業生產主導的「農業園」上，對於本土傳統農業鮮有過
問，任由其自生自滅，令人遺憾。
如果能夠將流浮山一帶稔灣路至尖鼻咀的鄉郊路修好，提
升附近的漁農業，促進本地漁農業和旅遊業合作發展，打造出
具特色的流浮山旅遊，又為港人提供多一個假日好去處。屆
時，我們不用羨慕日韓風味，香港風味已經足夠。
政府投入一定資金，將鄉郊的特色發揮出來，這樣的投入聽起

來也許沒有那麽宏偉，但不用花費太多的錢，只要把眼前工作做
得井井有條，就已足夠。遊客來到流浮山一帶，看到這裡整治得
很好，就會感到政府有實幹精神，香港的發展「以人為本」。

香港發展離不開實幹精神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