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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論灣區 協調整合添力量
倡新一輪大力度改革 用好三地優勢續開放

全國政協日前舉行雙周協商座談會，包括 12 名港澳地區全
國政協委員在內的委員、學者就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
意見建議。會議認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以國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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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時代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大視角認識大灣區建設，用改革開放的新舉措成就大灣區建
設，以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推進大灣區建設，堅守「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整合優化三地優勢，建設富有活力
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梁振英

■朱小丹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主題發
言中說：「粵港澳合作是區域

合作的典範，40 年來廣東、香港、
澳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均取得驚人
成就。每一輪對港澳的開放促成新
的改革，每一輪改革，三地生產力
得到進一步解放，三地的合作和發
展都走向一個新舞台，踏上一個新
台階。」

梁振英：秉持改革開放勇氣
梁振英認為，粵港澳三地要有新
的大發展，就必須在符合港澳基本
法的前提下，有新一輪而且是力度
較大的改革和開放，釋放市場力
量，讓市場在大灣區城市群之間的
資源配置包括生活和生產要素的配
置當中發揮最大作用。「當前要總
結過去 40 年經驗，秉持過去 40 年
改革開放的勇氣，攻堅克難，不斷
改革，不斷擴大粵港澳三地相互開
放，讓港澳可以全面服務國家在國
際和國內兩個發展大局。」

朱小丹：深化機制改革創新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
主任朱小丹認為，全面深化體制機
制改革創新，是促進大灣區建設的
根本動力和重要途徑。
他建議加強對改革創新構建大灣
區建設新體制新機制的頂層設計。
改革應突出重點、整體推進，促進

■裘援平
各類資源要素在大灣區便捷流動和
優化配置，是三地共同的聚焦點。
同時，要保持改革的連續性。
朱小丹認為，要依托自貿區等重
大合作平台，鼓勵支持改革先行先
試，創造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經
驗，逐步形成覆蓋整個大灣區的比
較完善的改革政策體系。力求改革
釋放出既有利於大灣區互利合作，
又有利於港澳人心回歸的制度紅利
和政策紅利。

裘援平：建立統籌協調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港澳台僑委員
會副主任裘援平建議，要統籌推
進灣區建設，拓展「一國兩制」
新實踐。首先是統一領導，成立
統籌協調機制，建立三地和「9+
2」協調機構，自上而下高效協同
聯動。第二是規劃引導，統籌制
定專項計劃和地方細則，與港澳
發展規劃銜接，界定各城市發展
定位與分工。第三是突出重點，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注重港澳社
會需求。
裘援平還建議，要着力建設國際
創新中心，培育灣區核心競爭力。
統籌構建科創體系+高端製造業+金
融等高端服務業的綜合性國際創新
中心。還要以四個跨境合作平台錯
位發展為起步區，打造融合發展、
協同創新示範區。

設科創委會 統籌產學研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如何發揮科創
新優勢，如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
多位政協委員關心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經濟
民生聯盟主席盧偉國建議，應加強大灣區內人
工智能、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創新科
技的研發及應用，推動智慧城市集群式發展。
同時，加快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建
設，加強深港創科合作。設立大灣區科技創新
委員會、匯聚區內相關產學研代表，統籌科技
交流與合作。

耿惠昌：速制定吸人才政策
在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耿
惠昌看來，吸引科技人才是大灣區建成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的重點。他認為，大灣區內有很多
大專院校和一些科研機構，但創新之道還要看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致公黨中央專職副主席閆
小培：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還是體制機制創新，這不僅是粵
港澳大灣區有別於其他灣區的最大特點，也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
展的最大挑戰。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黨委書記肖鋼：
建議三地政府及中央金融主管部門與港澳金融管理部門建立定期協
調機制，總結前期上海等地自貿區推進貨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
動的實踐，結合未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深入研究路線圖、時間
表，採取務實舉措，推動大灣區金融合作與開放。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豪都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屠海鳴：
粵港澳大灣區是迄今為止全世界難度系數最大的灣區建設。建議建
立橫跨四方的法律協調機制；建立中央、省（特區）、市三級互動
的政府協調機制；建立覆蓋三個關稅區的市場協調機制；建立涉及
多個領域的社會協調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委員學者一致認為要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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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港擁仲裁認證優勢
除科技創新優勢外，盧偉國認為，香港還
在法律仲裁、建築工程及檢測認證等專業方
面有優勢，應把握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
遇。他表示，香港目前已簽署《承認及執行
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
超過 150 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與執行。他建
議推動香港成為處理「一帶一路」相關合約
爭議的仲裁中心。
此外，還可推動香港「工程專業服務」在大
灣區先行先試。盧偉國建議，進一步放寬港資
建築及工程企業參與國家建設的限制，同時鼓

■耿惠昌

■盧偉國

勵香港與內地企業聯合競投國家級和跨國大型
項目。
盧偉國還表示，大灣區發展中，發展國際
創科中心、世界先進製造業基地、國際供應
鏈管理中心、金融及專業服務等都需要更多
種類的合格評定服務。香港這方面有與國際接
軌的優勢，可引入更多國際新標準，並開發更
多嶄新專業服務。建議香港與區內城市加強合
作，使大灣區各項標準、檢測認證與國際接
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制度創新 推動青創
參加本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港澳全國政協
委員們，大多都關注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創
新創業以及長者的安老問題。

林健鋒：續辦兩地交流活動

委員發言摘選

人的能力，需盡早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
施，加大科研經費投入，包括對基礎研究的投
入，為高端人才在大灣區工作提供有競爭力的
待遇。

在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新創業問題上，全國
政協委員、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立法
會議員林健鋒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長遠
戰略，青年人起到主體作用。
要培養更多愛國愛港的青年人，增強他們
的國情認識及身份認同。建議繼續大力支
持官方及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內地實習與交
流活動。
「要打造就業創業灣區，出台鼓勵港澳居

民尤其是年輕人在大
灣區就業、創業的政
策措施，設立更多創
業基金、孵化基地，
為創新創業提供更好
■林健鋒
的條件。」全國政協
委員、中銀香港總裁高迎欣指出。

霍啟剛：成立人才發展小組
全國政協委員，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尤
其關注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發展。他建議，加
強區內高校的合作與交流，成立「大灣區高校
聯盟」，促進大灣區學術、科技、體育、文化
合作與交流全方位發展。

學者：要形成戰略共識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
省政府原參事梁桂全，是出席
本次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
的學者代表。對於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他建議，首先粵港澳
要形成戰略共識，要把思想聚
焦到中央戰略部署上，把大灣
區建設和國際大局、國家大局
■梁桂全
串通起來，這能夠促進大灣區
發展和港澳的持久穩定。同
時，還要把大灣區戰略轉變為公眾戰略。
梁桂全建議，粵港澳要形成戰略共識。通過啟動各種機
制，增加交流，深刻理解中央戰略，並貫徹到本地、本部
門、本領域、本企業工作中。同時，要把大灣區戰略轉變
為公眾戰略，要轉化為社會行為，轉化為企業行為，轉變
成為各個社團的行為，轉變為專業人士的行為，要啟動社
會組織力量進行戰略的轉換。
這位長期關注大灣區建設的學者還建議，大灣區建設中
既要注意朝前看，往高走，建立創新中心、推動高端產業
發展，但不要忘了中低端產業，在制度設計方面要給予更
多關注。
在具體措施方面，梁桂全建議，要關注大灣區建設中珠
江口西岸的珠海和澳門。此外，還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推
動智慧生態共享交通系統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高迎欣

■霍啟剛

在就業方面，實施制度創新，降低就業壁
壘。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發展專責小組，統
籌協調灣區內的人才引進、培訓、推薦、調
配、共享等事務。
此外，政府行政部門、事業單位以及大型國
企可提供實習崗位，為港澳青年了解內地經
濟、社會、文化、環境拓寬渠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貨運一體化 建全球樞紐
全國政協
常委、香港
中華總商會
會長、香港
新華集團主
席蔡冠深就
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提出
■蔡冠深
11 條建議，
涉及要素流
通、金融、科創合作等方面。蔡冠深
建議，在不影響獨立關稅前提下，試
行大灣區貨運一體化報關、通關，三
地聯手在廣東省內建立全球最大的貨
運樞紐。同時，完善粵港澳五大機場
合作機制，提升共管共營水平，推進
珠三角空域精細化管理。
蔡冠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國家戰略，目標是打造「國際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他建議可借鑒歐盟消除各國進出
口、出入境差異的經驗，在南沙、橫
琴、前海、河套等地試行自貿區群協
同發展先行先試機制，以便利人流、
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雙向流動。

在金融方面，蔡冠深建議，設立
「大灣區金融協商委員會」，配合區
內金融產品日益多元化所衍生的監管
及政策支持需要。三地聯手設立「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基金」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銀行」，為區內基建項目、
創新產業等提供強大融資渠道。
在科創教育方面，蔡冠深提出，可
推動港深政府共同設立「創新科技管
理局」。同時，深化整合大灣區高等
教育資源，支持三地高校合作辦學，
為灣區創新產業提供智力和人才資源。
如何解決港澳人士在大灣區的生活
問題，備受各界關注。
蔡冠深表示，應為需要在灣區內長
期跨境工作人士提供通關、居住、醫
療、子女受教育等便利。推行「港人
港稅」及「澳人澳稅」，提升港澳居
民及企業在大灣區廣東境內投資發展
的吸引力。同時，還應設立港澳同胞
參與社會保險機制。
他最後建議，可在大灣區領域提出
有利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指標，以
增強大灣區居民向心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