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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兩制三稅」 培育科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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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助優勢產業落戶灣區
「灣區發展辦」將成立 增互聯互通協調彼此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署理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帥夫昨日出席一研
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將有
三個重點工作，包括便利香港的優勢
產業落戶大灣區；建設大灣區成為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及透過政策
創新和突破，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
互通。他強調，香港倘能在大灣區發
展中發揮所長，將帶來龐大機遇，為
經濟及社會發展注入新動力，又透露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即將成
立，與國家發改委和相關中央部委及
粵港澳之間協調彼此的工作。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聯
合舉辦的「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經濟建設學術研討會」昨日在香港舉
行，來自內地與香港的專家學者踴躍參
與，包括中文大學副校長張妙清、中國
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
院長陳甬軍等。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及陳帥夫在
研討會上分別以「中國進一步開放的邏
輯」、「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經濟
建設的香港角色」為題作主題演講。

對港影響遠超經濟範疇
陳帥夫首先宏觀看國家發展大局，指
十九大報告中勾勒出國家2020年到2049
年的發展藍圖及方向，今年適逢內地改
革開放 40 年，可以肯定國家將沿着改革
開放的路一直邁進。其中，「一帶一
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大國家
策略，均對香港構成深遠影響。
他特別指出，大灣區建設對香港的影
響力遠超經濟範疇，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獨特的雙重優勢，香港既
是國家的一部分，亦擁有自己的制度，
包括自由開放市場、高度國際化的營商
環境和優良法制傳統等，如果香港能更
好發揮所長，將能為香港帶來龐大機
遇，為經濟及社會發展注入新動力。

■研討會上分別以「中國進一步開放的邏輯」、「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建設的香港角色」為題作主題演講。圖為與會者
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帥夫表示，香港各界過去積極參與改
革開放，把握機遇，具有豐富經驗。隨着
廣深港高鐵通車及蓮塘口岸即將啟用，跨
境交通逐步完善，便利人員及貨物流通。

黃群慧：灣區助港揚優補劣

攜手升灣區全球競爭力
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具備一流灣區
條件，區內城市各有不同優勢，如果充
分發揮及互補，將能提升灣區全球競爭
力。
就有關工作，他表示，特區政府將有
三個重點工作，包括便利香港的優勢產
業落戶大灣區，既可利用大灣區的豐富
資源解決香港缺乏土地和人力資源等問
題，同時為內地開拓新的產業和提升專
業服務水平；建設大灣區成為「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將國際創科企業引進來
大灣區，並幫助內地創科企業「走出
去」；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大灣
區內城市互聯互通。
陳帥夫表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已先後公佈兩批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
政策措施，涵蓋範疇包括教育、就業、
創業和日常生活等，讓在內地港人享有
內地居民的同等待遇，相信未來相關工
作會繼續，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
室」即將成立，與國家發改委和相關中
央部委及粵港澳之間協調有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創科發展估計是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一個重點項目，中
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昨日指出，大灣區在多
方面佔據優勢，具備擔當全球
科創中心的初始條件，而其關
鍵是要突破「兩個制度、三個
關稅區」的政策束縛，培育面
向「一帶一路」的全球科技創
新中心。
黃群慧在「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經濟建設學術研討
會」上指出，雖然中國經濟規
模大，但經濟發展質量不高。
不論是從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
高質量發展看，還是從新工業
革命挑戰和機遇看，中國都需
要加速推進科技創新，培育全
球科技創新中心。
他認為，無論在人口、GDP
總量、佔地面積、港口集裝箱
吞吐量等方面，粵港澳大灣區
都足以與國際上的其他灣區比
較，具備足夠條件。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以先進
製造業、高科技產業以及現代
服務業為主，為未來發展創造
堅實基礎。再加上近年來粵港
澳大灣區的創新能力不斷提
升，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增加，
發明專利數量增多，這都顯示
出強勁的科研能力。

■中科院副院長蔡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帥夫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蔡昉：
「雁陣」
將領經濟起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中國社會
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昨日在研討會上指出，
中國近來出現「未富先老」的情況，料勞
動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故未來勞動密集
型產業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
即國際版「雁陣模式」，而粵港澳大灣區
則是規模經濟版的雁陣模型，轉變經濟增
長方式和動能，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強強
合作，具有示範性意義。
蔡昉表示，改革開放要與時並進，才能
保持發展，並引用數據指，1980年至2010
年間，15歲至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
長，勞動力無限供給，加上高儲蓄率和高

回報率帶來了資本積累，生產率則在資源
重新配置下上升，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他強調，中國經濟仍未達到發達國家
水平，但老齡化程度已經開始提高，進入
「未富先老」的情況。隨着人口紅利加速
消失，中國須進一步改革開放，從人口紅
利轉向改革紅利。
蔡昉認為，未來勞動密集型產業會向
「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即國際
版「雁陣模式」。至於粵港澳大灣區則是
規模經濟版「雁陣模式」，轉向高質量發
展及創新合作，成為「一帶一路」的示範
區，亦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黃群慧指出，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一員，香港的科技創新具有
眾多優勢，包括有利於創新的公
共政策體系，包容開放的制度特徵和嚴格健
全的產權保護體系；實力雄厚的高校研發機
構，及高效便捷的融資條件和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專業服務。
不過，他坦言，香港科技創新投入不夠，
從 2003 年至 2013 年，研發支出僅佔 GDP 的
0.74%，遠低於同期全球 2%的平均水平；
製造業和科技產業的基礎也相對薄弱。因
此，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有利於香港發
揮優勢，彌補劣勢。
黃群慧強調，創新能力的提升不在於投
入多少錢，而在於是否能形成動態、開
放、協同的生態系統。在粵港澳大灣區而
言，關鍵是突破「兩個制度、三個關稅
區」的政策束縛，形成開放、互動、自由
流動的創新生態，從而培育面向「一帶一
路」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在
研討會上則提到，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
景下，大灣區建設的作用更加突出，而發展
大灣區重點第一是發展實體經濟，其次是注
重科技創新，第三是實現制度創新、做實自
貿區，第四是注重生態環境。

家長冇錢報暑期班 民記倡資助基層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暑假
已開始，孩子如何度過漫長假期是不
少家長關注所在。民建聯的相關調查
顯示，近三成受訪小學生家長完全沒
有為子女安排暑期活動，主要原因是
經濟問題。不過另一方面，在近半有
為子女報讀暑期興趣班或補習班的家
長中，卻有三成至五成報班 3 個或以
上，孩子假期相當忙碌。
民建聯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兒童
暑期活動計劃，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及
兒童，另亦提醒家長，暑假應讓孩子
歇一歇，多給予玩樂空間，不宜安排
過多興趣班或補習班。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早前訪問了
302 名小學生家長，以了解兒童暑期
活動情況，結果顯示，28.8%家長指
沒有為子女安排活動，另分別有
27.2%及 20.5%人指會報讀興趣班及
補習班，其他活動包括遊學團、去旅
行等。
不安排暑期活動的家長中，最主要

因 為 經 濟 問 題 （40.2% ） ， 其 次 有
32.2%指暑期應讓子女自由玩樂。而
在報興趣班的家長中，部分人相當積
極，近半人指會報 3 個或以上，更有
9.7%人報 5 個或以上；報補習班的情
況略少，但亦有 30.7%人報 3 個或以
上，較去年同類調查多出近 10 個百分
點。
部分家長為安排子女的暑期活動，
亦不惜大灑金錢，近三成受訪者會為
此花費家庭月入三成或以上。

■葉劉淑儀到屯門「H.A.N.D.S」商場視察。

葉太批領展賣商場
累老街坊受苦

鄭泳舜：可趁假期享親子樂
民建聯指，調查反映部分低收入家
庭，難以負擔暑期活動及接送的交通
費用，而放棄安排暑期活動，孩子有
機會只能呆在家中度過假期，建議政
府增加資助兒童暑期計劃，並透過不
同的學習活動基金等提供更多活動名
額，讓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亦可受惠，
另亦應增加課餘託管中心服務名額，
紓緩在職父母壓力。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早前訪問了 302 名小學生家長，以了解兒童暑期活動
情況。
育有三子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則提到，假期參與過多的課外活動
易令孩子疲於奔命，應給予他們玩樂
及充電空間，又指坊間的興趣班良莠
不齊，需要慎選。

他認為「小朋友最想同父母相
處」，家長可趁暑假陪伴子女參加有
益身心的活動，自己亦打算於暑假和
兒子一同往離島住幾天，享受親子時
光。

強光招牌由市區
殺入新界住宅區，
影響居民作息。
葵涌一幢工廈天台的招牌，最近
在入夜後仍然向民居直射發出刺眼
紅光，令室內不用開燈也被染至一
片紅，尤以葵涌東北部住宅最受影
響。民建聯東北葵團隊昨日與招牌
擁有者討論，擁有者承諾會在入夜
後熄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葵青區
議員李世隆、郭芙蓉及社區主任張燁
媚、郭玲麗等，昨日與擁有招牌的時
捷集團負責人開會，反映招牌對該區



▲葵涌一幢工廈天台的招牌
葵涌一幢工廈天台的招牌，
，最近在入夜後仍然向
民居直射發出刺眼紅光。
民居直射發出刺眼紅光
。
◀ 陳恒鑌等與擁有強光招牌的時捷集團負責人
（左四
左四）
）開會
開會。
。
片段截圖
造成的光害問題。
一行在會後與負責人一起錄製片段
上載 facebook，陳恒鑌表示時捷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領展近年翻新多個公共屋邨
商場及街市，更將部分高價轉售予財團，小商戶及基層市民擔
心租金和物價再度飆升。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日前到已遭領展
轉售的屯門「H.A.N.D.S」商場了解情況。其間，街坊慨嘆要
捱貴貨，成為加租受害者，有老中醫師更坦言如果再加租或會
退休不幹。她強調會在立法會跟進監察領展及其他業主的運
作。
「H.A.N.D.S」商場原為安定邨和友愛邨的商場，領展接手
後斥資近5 億元翻新並合併兩個商場，去年更以逾50 億元售予
財團。

醫師睇症30蚊 再加價或退休

葵涌工廈光污 民記成功熄燈


片段截圖

承諾會在入夜後將招牌的 LED 燈關
掉，不會再影響到居民，其間也表明
集團已簽署戶外燈光約章。他感謝集

團的積極配合，希望日後雙方多交
流，避免再出現不必要誤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葉劉淑儀日前與新民黨屯門區議員蘇炤成視察該商場，並與
市民交流。不少市民大吐苦水，慨嘆已成為加租受害者，有快
餐店食客希望不要再加價，有居民就投訴邨內停車場租金已加
至每月 1,700 元。有街市熟食檔商戶指出，很多顧客都是長
者，希望業主體諒，租金加幅不要太過分，造福退休人士。
她其後與在商場內經營中醫藥店超過 30 年的醫師蔡楚貞交
流。蔡醫師表示，有些店舖將面臨加租三成甚至四成，而這區
老弱人士居多，消費力不高，故她盡量不加價，加也只是數個
百分點，但求應付租金及人工，能否獲利已沒有所謂。
葉太問到蔡醫師僅收 30 元，但現時每月已要交 4 萬多元租
金，如果再加三四成租怎辦。蔡醫師坦言，如果能力上做得到
的，她會堅持不加價，希望略盡綿力幫街坊，否則就退休不
做。
葉太表示，這次落區令她對領展這種罔顧小商戶及街坊利益
的做法更加深惡痛絕，必定會在立法會的公屋及居屋商場、街
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中，關注屋邨商場加租及管理不善
的情況，如實反映居民的苦況，並繼續密切監察領展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