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特首列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韓正任組長高層統籌 政策「成熟一項推一項」

A3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88月月141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
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明天
（周三）將在北京召

開。對於是次會議，熟悉兩地事務的專家
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會議的召開將會為大
灣區建設搭建起一個溝通協調的制度性平
台，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拉開了序
幕。第一次會議預計會探討大灣區發展規
劃的一些細節問題，有助於規劃的盡快出

台。

張燕生：強強聯合需多磨合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涉及兩
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如何協調與合作是非
常複雜的，這在世界上都是一個難題。此次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

議，可以搭建起一個大灣區各方彼此溝通協
調的機制，推動大灣區的建設提速。
張燕生認為，粵港澳之間優勢互補非常

明顯。香港有世界一流的融資中心和發展
的教育資源；深圳的創新能力和活力最
好，並有製造業基礎；廣州有廣佛肇同城
化以及商貿服務底蘊。但是如何實現強強
聯合，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做到
人、財、物最高效的流動，這裡面有很多

需要磨合與溝通協調的內容。 「萬事開頭
難，相信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能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合作開一個好頭，指引一個未來
前進的方向。」

劉雪琴：林鄭出席顯港決心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劉雪琴昨日亦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召開標

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拉開了序幕，對大
灣區今後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她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目前還沒
有正式出台，可能存在一些細節問題需要各
方的溝通協調。而此次召開的領導小組第一
次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確認出席，一方面顯示出香港願意參與大灣
區建設的決心和誠意，另一方面相信還會有
粵港澳其他地區的「一把手」參加。
劉雪琴預料，會議上灣區建設的各方可

能會表達各自的發展規劃和訴求，探討相
關合作的可能性和後續制度性安排，推進
規劃盡快落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搭建協調機制 推動建設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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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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
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
報告正式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
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
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
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往前回溯，2015年3月，由國家發展改革
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
景和行動》一文，首次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
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一年後，「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合作中發

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
大合作平台建設」被寫入「十三五」規劃。
去年7月1日，在來港視察的習近平總書記

見證下，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
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目前國務院正審批粵港澳三地政府就編制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而上報的

相關文件，基本工作已經完成，並已諮詢相
關部委意見，將於適時正式出台。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江門9市，以
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城市
群，地理面積近5.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有
6,800萬。
根據2017年統計數據，粵港澳大灣區經濟

總量已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遠超三藩市灣
區，逼近紐約灣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提振粵港澳 經濟總量已超10萬億人幣

消息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
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國

家發改委擔任統籌執行角色。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及澳門特首崔世安均擔任
小組成員，這是首次有港澳特首被納
入中央決策組織。小組其他成員還包
括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以及
國家相關部委的主要負責人。
消息又指，大灣區發展的最重要關
鍵是要有制度創新及政策突破，中間
牽涉中央政策，部委和地方之間的協
調，都十分重要，因此「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由韓正親自領導，
可全盤規劃、統籌整個大灣區發展工
程，加強、加快協調工作。

反映「一國兩制」獨特優勢
消息並指，對於港澳特區而言，特
首首次成為中央決策組織成員之一，
正正反映出「一國兩制」的獨特之處
及其優勢，有助於推動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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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灣區建設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提供了戰略支撐和重要平台，亦是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直接最現實
的重要載體。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抓住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機遇，攜手港
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
去年7月1日，在習近平總書記見
證下，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
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
區建設框架協議》，明確提及香港的
角色。
有消息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

綱要已完成諮詢工作，目前未知出台
日子，但相信中央政府會採取「成熟
一項推一項」的做法，不會因規劃綱
要未出台便停下步伐，「例如國務院
早前公佈取消11項行政許可，包括港
澳台人員在內地就業，要先取得許可
證的制度，便是一講即做的例子。」

向高效科創中心邁進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曾公開表示，大

灣區將朝科技創新中心的方向發展。
他並指出，由於深圳、廣州、珠三角
的其他幾個城市跟香港、澳門的經濟
關係、科技合作一直比較密切，有深
厚的合作基礎，且該區域比較廣闊，
包括大灣區周邊都還有很多發展的空
間，因此研發、生產、製造、營銷、
再研發的循環會得到比較快的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

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建設，持續

穩步推進。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今日起

訪問北京3天，並以小組成員身份出席明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消息指，為推動大灣區規劃，中央成

立高層統籌決策和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主管

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該領導

小組組長；同時，首次有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參與中央高層

架構的工作，顯示中央對港澳在大灣區建設和港澳融入國家方

面，給予充分的重視和信任。消息更指，與大灣區建設有關的政

策，會「成熟一項推一項」。

■■韓正擔任韓正擔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組長。。圖為韓圖為韓正正（（前排前排
左三左三））今年今年55月考察月考察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上北京，以成員身份出席
15日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
議。這是港澳特首第一次進入中央專項決策架
構，顯示中央對港澳在大灣區建設中的作用與角
色的充分重視，以及對特區政府的高度信任。這
種制度安排，相信可以充分發揮港澳在大灣區建
設中的「一國兩制」優勢；在這種制度安排下，
香港一定要在大灣區建設中，善用「兩制」之
長，盡享「一國」之利，盡好「一國」之責，把
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結合起來，共同把大灣區建
設成為國家未來最重要的增長極。

領導小組是國家推進重大戰略事項的決策議事
協調機構，多由國家最高領導層執掌，成員多由
國家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出任。例如，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就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親自擔任；國務院新近成立的國家科技領導
小組就由李克強總理任組長，國家發改委、教育
部、科技部、財政部、央行及國資委等部委首長
任成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是統籌、協
調、規劃、督導大灣區建設的中央決策機構，由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組長，成員除國家相關部
委和涉港機構領導、廣東省領導外，首次有港澳
特首加入，凸顯國家對港澳角色的重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涉及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設立，將為大
灣區建設搭建起統籌、協調、規劃、督導的制度
性平台，而港澳特首首次進入國家決策機構，可
在關於大灣區發展的決策中，充分表達港澳的意
見，對如何發揮「兩制」優勢、重大建設及項目
推進等提供建議，並可將港澳各界的訴求向中央

直接表達，還可以在發揮「兩制」之長的同時，
爭取盡享「一國」之利的支持，如以大灣區思維
解決本港的養老、住屋緊張等經濟民生問題等。
因此，港澳特首進入大灣區發展的國家決策機
構，這是繼國家在「十二五」規劃中歷史性列入
港澳專章之後，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
支持，更是重大制度創新。

目前，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即將正式運
行，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即將形成，國家
努力協助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顯示國家
決心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國家未來最重要的
增長極。長期以來，香港多講如何利用「兩制」
之長，盡享「一國」之利；今天，香港在繼續以
大灣區思維盡享「一國」之利之外，更要認真思
考如何善用自己之長來盡好「一國」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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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建設為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戰略支撐和重要平
台。在大灣區建設中，香港要善用包括法治、獨
立司法制度、自由市場機制、低稅率及資金和資
訊的自由流通等自己所長，發揮香港作為國際
化城市的優勢，運用香港擁有優越研發能力、
可配合珠三角先進製造業的特長，為國家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在現階段應對美國發動的貿易
戰衝擊上，香港應該成為國家應對挑戰的重要
力量，在國家的進一步開放中，在推進全球自
由多邊貿易體系及「一帶一路」上，善用自己
之長，盡到香港對國家的責任，最終與國家一
起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
群。

展「兩制」之長 享「一國」之利 盡「一國」之責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今日出席午餐演講宣揚「港獨」理
念，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政府產業署昨日終於
回覆文匯報查詢證實，外國記者會的租約有條款要
求租客使用和佔用該物業時須遵守所有適用的香港
法律條文。FCC無視「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和
香港相關法律，租用政府場地卻提供宣揚違法違憲
的「港獨」主張的平台，為法所不容，希望FCC
認清法律、懸崖勒馬；有關當局更應依據租約嚴正
執法，絕不能姑息。

本月初，香港外國記者會理事會署理主席Victor
Mallet主動向傳媒披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派
員討論陳浩天演講一事，要求該會重新考慮該決
定，Victor Mallet聲言會繼續邀請陳浩天演講。自
此反對派不斷炒作此事，以「言論自由」、「新聞
自由」、「不能以政見入罪」等謬論為陳浩天辯
護，引發社會嚴正批評。而社會大眾難以接受的還
包括，FCC的會址是政府物業，是次活動是在政府
物業宣揚違法違憲的主張。「港獨」違反國家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必須
嚴肅處理，嚴格按照租約的合法要求辦事，清晰向
FCC展現守法決心，杜絕任何人在政府物業內「宣
獨」。

其實，社會主流輿論指出，FCC和一眾反對派
人士以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不能
以政見入罪」等說法開脫，均屬混淆是非的謬論。
言論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進行，國家安全就是自由的界限之一，世界各國莫
不如此。一旦言論自由被無限擴大，將成為十分危
險的先例，不法之徒將利用香港宣揚其分裂乃至恐

怖主義的主張。新聞自由固然值得尊重，但正如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日前表明，「堅決反對
任何外部勢力為『港獨』分子散佈謬論提供講
台」。

至於FCC聲言會繼續邀請「不同政見者」出席
活動，反對派更趁機起哄稱應對「港獨」言論予以
尊重云云，更屬違法之談。宣揚「港獨」明確抵觸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抵觸《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及第十條，保安局亦正引用《社團條例》，擬取締
「香港民族黨」，均說明事件涉及根本是非和法律
底線問題，絕非所謂「不同政見」。

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士哪怕在私人寓所內進
行違法活動，當局亦應執法制止，更何況是在出租
的政府物業。陳浩天公然提出分裂國家領土的主
張，任何容許這種人發表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行
為，都違反了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對「一國
兩制」的公然破壞，法所不容、社會所不容，產業
署必須嚴格按照租約跟進，不能有絲毫退讓。

必須看到，在保安局擬引用《社團條例》取締
「香港民族黨」後，目前正值等待陳浩天申述的敏
感時期。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企圖將陳浩天的
「港獨」言行「合法化」、「合理化」，為特區政
府下一步的執法增加阻力。這是對香港司法公正的
挑戰。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
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香港社會大眾必須
認清FCC挑戰紅線行為背後的政治動機，以更大
的決心和行動，堅定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安
全。

租場播「獨」法所不容 奉勸FCC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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