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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支持 事半功倍

張先生：香港應
該積極加入大灣
區，有國家支持，
事半功倍。
香港不能只依靠

金融和房地產，要
有自己的實業，經

濟才穩健，才沒那麼容易受到衝擊。

港需要新發展動力

楊先生：國家支
持香港作為大灣區
創科中心是好事。
香港需要新的發展
動力，不能只靠房
地產。
現在全世界都在

致力發展科技，香港再不努力將會
無法立足。香港要加入大灣區，國
家的支持必不可少，才能真正地進
入大灣區市場，才能為香港年輕人
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打成一片不應孤立

郭先生：香港在
國家支持下積極參
與大灣區建設十分
必要。香港要發
展，就要與周邊地
區打成一片、互通
有無，不能自我孤

立。再這樣「孤芳自守」，只會愈
來愈落後於周邊地區。
香港加入大灣區，首先應該加強

資金、人員、物資交流方便，引入
全國通行的手機支付平台。

打破隔閡才能發展

黃先生：香港要
發展，加入大灣區
建設很重要。香港
是國家一部分，早
就應該和內地打成
一片，打破隔閡，
才有發展空間。

搞大灣區，首先應該給香港人一
個內地統一的身份證號，給香港人
國民待遇。香港也應便利通關措
施，方便內地同胞來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聶曉輝

韓正掌港澳協調小組
張曉明：中央高度重視灣區 有利為港澳居民辦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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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
體會議結束後，張曉明在人民大會

堂北門外接受在此等候的港澳記者的採
訪，談到了大灣區建設領導機制。
張曉明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剛才已經成功召
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韓正副總理
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的身
份主持了會議。大家都知道，韓正副總
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我在這裡順便向大家確認一點，就是韓
正副總理也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

有利港澳拓新空間 注新動能
他指出，韓正副總理對港澳情況和中

央關於港澳的方針政策非常熟悉，領導
經驗非常豐富。由韓正副總理主管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工作，體現了習近平總書
記和黨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港澳
工作的高度重視，有利於統籌協調全國
各方面力量和資源推進大灣區建設，有
利於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協
調好港澳與內地有關各方的關係，有利
於處理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可能
遇到的各種政策、制度和機制創新等問

題，有利於務實回應港澳社會對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種種關切，為港澳發展拓
展新空間、注入新動能，為港澳市民大
眾辦實事。

「重大戰略變為生動現實」
張曉明最後說：「我們堅信，在領導

小組和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一定會順利推進，我們國家
的體制優勢一定會充分顯現，習近平總
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
這一重大戰略一定能夠變為生動現
實。」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組長的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公開亮相，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

日向媒體首次披露，韓正副總理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這體

現了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有四大「有

利於」，特別是有利於為港澳民眾辦實事。「我們堅信，在領導小組和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定會順利推進，我們國家的體制優勢一定會充分顯現，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這一重大戰略一定能夠變為生動現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由韓正副總理主管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工作，體現了習近
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和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

■ 有利於統籌協調全國各方面力量
和資源推進大灣區建設

■ 有利於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協調好港澳與內地有關各
方的關係

■ 有利於處理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政策、制
度和機制創新等問題

■ 有利於務實回應港澳社會對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種種
關切，為港澳發展拓
展新空間、注入新動
能

利港措施續落實 港創業家點讚

港可發揮科技優勢 突破經濟瓶頸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殷翔）對於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的決定，本港創
科界均表示很鼓舞。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指出，香港能與內地城市發揮各自
的科技優勢，可令香港突破現時的經濟瓶
頸。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則認為，在
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可以加強
粵港澳三地創新科技合作之外，亦有助推
動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灣區。
葛珮帆昨表示，民建聯早前建議在大灣

區內成立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最
佳的科創資源和平台，盡快推出具有世界
級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以推動國家及大灣
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相信這也是今
次會議的重點。

葛珮帆籲港青向高科進發
她續說，在國家支持下，香港參與大灣區

的發展過程中，能與內地城市發揮各自的科
技優勢，令本港突破現時的經濟瓶頸，提供
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令到市民享有

更好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葛珮帆呼籲港人，尤其是青年需擴闊胸

襟視野，向高新科技進發，並聚焦發展經
濟，避免把民生問題泛政治化或追求不切
實際的「港獨」。香港在國家的發展中貢
獻自己所長，提供國家所需，才能發揮本
港獨特的優勢。

唐偉章：加強粵港澳合拓創科
唐偉章對於有關在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兩個中國科學院轄下的研究所落戶

香港科學園，以及在香港成立大灣區院士聯
盟的建議感到十分鼓舞，認為這些建議除了
可以加強粵港澳三地創新科技合作之外，亦
有助推動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灣區。
他表示，早前香港理工大學與深圳大學

共同建設的「大灣區國際創新學院」，亦
有相同的願景，就是希望為香港、內地以
至世界各地的創新創科人才提供更多的發
展空間及機遇，帶領大灣區創新創業群體
走向國際，配合國家科技發展及建設大灣
區的大戰略。
他說：「香港理工大學將會把握這些新
政策所帶來的機遇，全力配合中央政府，
促進大灣區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凱雷 北
京報道）國務院日前公佈取消11項行政許
可事項，包括「台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
可」，國務院新聞辦今日會舉行新聞發佈
會，由公安部副部長侍俊、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和國務院台灣事務
辦公室副主任龍明彪介紹港澳台居民證件
便利化措施，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根據《台灣香港澳門在內地就業管理規
定》，申請辦理《台港澳人員就業證》需
由僱主向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提交所
需文件審批，包括僱傭機構的營業執照、
受僱人健康狀況證明、個人有效旅行證
件、勞動合同、學歷證明文件等，不同城
市有不同要求。同時，這種不便也在一定
程度上制約了台港澳人才來內地就業的積
極性。

前海試行後擴至全國
為解決有關問題，今年3月19日，深圳

前海管理局率先宣佈，在前海工作的港澳
居民可免辦《台港澳人員就業證》。在地
方先行先試5個月後，該項舉措在全國範
圍內鋪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多位在京津冀、粵
港澳大灣區生活的香港同胞、澳門同胞，

他們紛紛點讚國務院取消就業許可證的新
政，並期待港澳台居民證件便利化方面的
具體細則盡快出台。
去年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香港創業

家、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主席李培表
示，國務院宣佈取消港澳台就業證，對其
新成立的互聯網飯盒公司來說，實在是好
消息，因為將來更容易聘請香港和台灣專
業廚師到內地工作。回想最初聘請第一位
香港員工時，需要相當時間去辦理就業
證，這個問題令同事相當困擾。

利港青赴內地發展
另一位香港創業家譚偉傑，原本在香港

從事IT行業，2017年到深圳創建公司，
「最初是帶着一份勇氣和決心定居深圳福
田區。」
譚偉傑說，相比其他香港朋友，他對內

地居住環境有一定認識，選擇福田區居
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近香港口岸。
不過，類似就業證等程序性問題仍給他

帶來工作和生活上的困擾。現在國務院取
消就業證許可，讓港人能和內地居民一樣
在這裡自由就業，尤其是像他們這樣在大
灣區辦公司，也會吸收香港年輕人進來，
取消就業證就可以令年輕港人更有意願到

內地發展。
譚偉傑指出，現在越來越多的港人到大

灣區就業創業，並從深圳向廣東更多城市
拓展，經常會碰到就業證、居住證等「不
適應」的手續問題。
他說，最初每天都由皇崗口岸過關來回香

港和深圳，雖然已經用了自助過關服務，但
難免遇上突發情況，總是要等和忍耐。

開銀行戶口仍困難
譚偉傑坦言，每次等的時候，會想起一

個問題，為什麼香港已經回歸了，還需要

複雜程序才能過關？還有開設銀行戶口仍
很困難。開戶口目的是開通支付寶和微支
付，倘沒有移動支付，在內地生活等於沒
錢一樣，好痛苦的。
譚偉傑說，目前方便的是辦理駕駛證，

本身他已經有香港駕駛證，在深圳用換證
方式就可以輕鬆辦理。他說，在內地能夠
開車，對香港人來說，實在是太開心的一
件事，自由自在穿州過市，認識神州大
地，尤其是香港和大灣區很多城市都在8
小時生活圈中，相當有利於商務和公司拓
展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以成員身
份，在北京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領
導小組是頂層的決策和協調機
構，其組成有助更好地收集各方
意見，令大灣區各城市步伐一
致，更好地落實這個國家戰略。
劉兆佳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雖然過去兩地有很多合作，
但香港特首沒有機會參與中央層
面的決策。若由香港自行與內地
省市商討合作，往往因利益、步
伐及積極性不一致而影響成效，
而大灣區是中央制定、領導、統
籌、協調的國家戰略，涉及9個
內地城市和港澳兩個特區，需要
頂層的決策和協調，令各城市步
伐一致，故需要成立領導小組。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他強調，大灣區對國家發展相

當重要，是「一帶一路」的連接
點，是制度和科技創新的示範
區，對中央來說可謂「只許成
功，不許失敗」，故中央成立了
這個頂層決策領導機構，由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領導，並包括港澳特首、國
家發改委、國務院港澳辦和港澳
中聯辦，以更好地收集各方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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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談4個「有利於」

■■張曉明主任披露張曉明主任披露，，
韓正副總理任中央港韓正副總理任中央港
澳工作協調小組組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將
有助港青赴內地創業及就業有助港青赴內地創業及就業。。圖為本港圖為本港
青年到大灣區進行考察青年到大灣區進行考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港人認為有港人認為，，現現
時在內地開設銀行時在內地開設銀行
戶口仍很困難戶口仍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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