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為鞏固香
港會展業的優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去年
的施政報告提出把灣仔北三座政府大樓及港
灣消防局用地重建為會展設施、酒店和寫字
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在記
者會上透露，政府已在設計上作具體安排，
重建後會展設施面積將增加2.9萬平方米，較
去年估計的數字多6,000平方米。
新年度施政報告交代了灣仔北的重建計劃
進度，包括按計劃興建多座分佈各區的新政
府大樓，陸續搬遷有關政府部門和法院，預
計最快於2026年騰空有關用地，以進行拆
卸和重建工程。
邱騰華昨日表示，將來會議道、港灣道及
告示打道的空間將不僅連成一個大型平台，
更是一個「無縫」相連的多層設備，令會展
中心面積增加多達2.9萬平方米，「灣仔北
會展中心將會更實用，更受業界所歡迎。」
他續說，政府已開始與不同部門商討如何
改善灣仔北交通安排，冀統整車流及人流。
根據他展示的構思圖，擬建大約6條新架空
行人通道，其中最長的一條將連接重建後的
設備至金鐘站一帶。
邱騰華並提到，政府將會與機管局商討亞
博館第二期擴建計劃，料所建設的設施會比
灣仔北會展早落成及啟用。

邱騰華：5G頻譜明年編配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正積極準備迎接第五
代通訊技術（5G），香港亦緊貼步伐。新
年度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將於明年分階段編
配5G頻譜予流動服務營辦商，並主動開放
合適的政府場所及天台供安裝基站。邱騰華
表示，世界電訊聯盟已初步建議2020年開
始提供5G服務，「我認為是（與香港的進
展）互相配合的。」
他指出，26吉赫至28吉赫頻譜將於2019
年進行編配工作，並以大量形式推出，數量
達1G頻譜至4G頻譜總量的8倍，營辦商不
需透過投標就可獲得頻譜。
邱騰華補充，以往營辦商在覓地安裝基站
時會遇困難，故政府主動開放不少於1,000
個場地，僅象徵式收費，以迎合市場所需，
促使5G服務早日面世。至於5G的具體開通
時間，則要視乎營辦商，據他所知很多營辦
商正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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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冀各界共促成速惠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施政報

告中「明日大嶼願景」是一大亮點，多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都對該計劃表示認同，
希望政府盡快啟動前期工作，又期望社會
各界可放下政治立場，共同促成各項教
育、扶貧、安老、創科等惠民措施。

王庭聰：展解地困決心魄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對新年度施政

報告中重點就香港的土地、房屋等問題提
出短、中、長期措施表示歡迎。他指出，
市民有住屋需求，而經濟發展、公共設施
等亦需要土地，所以拓地十分必要，但冀
政府盡快啟動前期工作，才能加快釋出土
地，向市民展示解決土地問題的決心和魄

力。
同時，施政報告中提及多項惠民措施，

涉及教育、扶貧安老、發展創新科技等多
方面，希望社會各界特別是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能放下政治立場，共同促成這些惠民
措施的盡快落實。

陳亨利：充足土供有利民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認為，今年的
施政報告突顯了林鄭月娥的決心和魄力，
有助營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建設更有競
爭力的香港。他對施政報告中，大篇幅、
全方位、多層次地就香港的土地、房屋規
劃作出詳細的方案表示認同，認為「明日
大嶼」不但是一個人工島的規劃，更是香

港的未來願景。
他認為，創造大規模土地

儲備刻不容緩，充足的土地
供應有利社會的整體民生、
經濟以至運輸基建發展，亦
有助穩定樓價，填海造地是
不二之選。

李應生：中醫納體系感鼓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藥業協會首

席會長李應生讚揚施政報告內容全面，希
望能盡快落實當中措施。
對於政府終於落實將中醫納入醫療體

系，並資助有關治療疾病的項目，又明確
會引入中醫藥為公務員醫療福利的一部

分，他對此感到鼓舞。
雖然礙於目前未有中醫院相關條例，

中醫仍未能完全納入公營醫療體系，而
須依賴志願機構去營運，但他期望隨着
有關醫院成為良好示範，未來會有第
二、第三間中醫醫院，而政府亦會適時
修訂和訂立中醫醫院相關的營運條例，
以助中醫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界
普遍支持新年度施政報告的建議，特別
是要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同時提升香
港工商業的競爭力，引領香港經濟及民
生進一步的發展。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

讚「明日大嶼」固港地位
我十分認同行政長官所言，符合公眾
利益的事就應快快做、大膽做，秉持堅
定信心和迎難而上的勇氣，並期望特區
政府善用「一國兩制」獨特優勢，抓緊
國家發展機遇，以決心和創新思維引領
香港經濟及民生發展邁步前行。
中總認為，「明日大嶼」不僅大量增

加居住及各類用地，更提供龐大發展潛
力和空間，成為香港未來經濟增長、優
化社會民生、連繫大灣區以至通往世界
的重要平台，是鞏固香港國際金融及商
貿中心地位的關鍵。

香港總商會主席 夏雅朗

冀加快研棕地發展
住宅、商業和社會設施用地短缺，是
香港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我們欣見特

首今天公佈了一系列具體計劃，解決這
項重要議題。填海發展「明日大嶼願
景」的決定，展現出政府銳意解決本港
嚴峻的土地供應問題。此計劃將可開闢
大片的土地，為多達100萬人口提供更
寬敞、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不過，正如我們就土地供應向政府提

交的建議書中指出，開發棕地應被列為
優先要務。因此，我們歡迎行政長官計
劃加快研究新界棕地的發展。

廠商會會長 吳宏斌

籲制全盤「再工業化」
香港土地短缺的問題迫在眉睫，希望

政府能秉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的
作風，盡快啟動各項土地供應計劃的前
期工作；特別是在進行填海等相關的環
境或生態影響評估時，應採用更靈活的
標準，因時制宜、特事特辦，確保拓地
工程能如期「上馬」。
該會樂見政府將重啟工廈活化計劃，

並特別歡迎新計劃引入了改裝工廈作過
渡性房屋用途以及為文化創意產業於工
廈內經營放寬申請地契豁免書等政策。
不過，施政報告並未能就如何促進傳

統產業提升科技水平、協助「珠三角」
港資企業升級轉型等提出有針對性的措
施，希望政府能以具全局性的視野制定
全盤的「再工業化」政策，透過資源的
優化分配和政策重心的再平衡，打造新
興產業，激活傳統工業，同時促進「珠
三角」港企的持續發展建立長效機制，
夯實香港的經濟根基。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郭振華

盼助廠商升級轉型
我們非常歡迎政府接納工總意見，把
「再工業化」列為施政重點之一，並期
望政府推出更多措施，協助香港廠商升
級轉型，並制定策略性工業發展藍圖，
進行宏觀規劃，以提升香港工業和經濟
的競爭力。
有見近年全球發展，尤其是中美貿易

糾紛下，致力開拓新市場至為重要。工
總樂見政府在抓緊粵港澳大灣區、「一
帶一路」和新市場機遇方面都甚為積
極，例如計劃簽定更多國際貿易協議、
強化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能力、組織更
多商貿配對活動以及擴展海外經濟貿易
辦事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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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昨日出席施政報告記者
會，向傳媒重點介紹施政報告

的新措施。聶德權發言時表示，中
央相關部委及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過
去一年間，一直積極推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工作，並取得不少突破。
他解釋，林鄭月娥今年8月15日

出席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
體會議，是港澳兩地行政長官首次
以成員身份出席中央領導層次的會
議，突顯國家重視兩個特別行政區
在大灣區發展機遇及貢獻。

逾5萬港人已申「居住證」
聶德權續說，中央自去年起陸續

宣佈多項便利港人在內地居住、就
業、創業和學習的措施，包括推出
「港澳台居住證」，截至上月30日
已有逾5萬名港人申領。

他提到，特區政府在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有三大未來重點工
作，包括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醫療、教育產業落戶大灣
區」及「促進人流、物流、信息
流、資金流」。
就此，新一份施政報告宣佈成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
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將設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
聶德權解釋，高層次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由行政長官出
任主席，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將負
責擬定策略性目標、政策措施、具體
工作計劃及制訂政策的優次。
委員會亦會提供指導、意見及處

理跨局協調。至於特區政府轄下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及發展專
員，將負責對外的工作，包括協助

行政長官參與中央領導小組的工
作、與中央部委向大灣區省市聯繫
及與本地各界別聯繫。

聶德權：設專頁向公眾推廣
他指，當局於過去數月已就大灣

區展開宣傳推廣的工作，例如在8月
開設相關專題網站，為市民提供大
灣區城市的資訊，並已開設社交網
站facebook專頁及Instagram賬戶作
推廣，加強市民對大灣區的了解。
被問到會否於本年度重啟政改時，

聶德權坦言「現在一定不是時機」，
因為政制改革是高度爭議議題，需要
得到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中
央政府批准，可說是「缺一不可」，
惟即使政府過去一年已盡力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有一些立法會議員表明不
能接受人大8．31框架，故他有責任謹
慎行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
一系列方案，加快再工業化、鼓勵智
能製造並推動香港行業間的技術轉
移。昨日，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13間
主要商會及專業機構共同簽署「再工
業化和工業4.0」約章，林鄭月娥在典
禮上致辭表示，再工業化可以振興香
港傳統工業，也可以帶來經濟增長和
就業機會。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政府

將成立20億元的「再工業化資助計
劃」，在港設立智能生產線，並將在
香港科學園建立醫療科技和人工智
能/機械人科技兩個創新平台，吸引
全球科研機構和企業落戶。
生產力局昨日宣佈與本地和國際著

名的夥伴合作，推出一系列新舉措，
開創以工業4.0為主導的香港再工業
化重要里程。活動由林鄭月娥擔任主
禮嘉賓，並與德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
使林文禮（Dieter Lamle）共同為活
動主持揭幕儀式。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人才是推

動再工業化的關鍵，特區政府在過去數月推
出多項政策吸引海外創科人才，加上香港的
種種優勢，相信有很大潛力推動再工業化。
生產力局與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

所在香港成立的INC科創中心昨日正式啟
用，該中心是亞洲首創的系統化產品設計工
作坊場地。生產力局主席林宣武表示，科創
中心主要工作是教育和診斷，幫助香港企業
開放眼界，在逐步實施創意的過程中，改變
思維方式，協助產業轉型，目前香港的中小
企對此反映非常良好。
生產力局當日與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簽署備

忘錄，將在香港科學園成立人工智能及機械
人研發中心。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表示，將
來德國研發的技術可以直接在香港落地，現
在研發中心的程序已開始落實，相信在幾年
內會正式成立。

生產力局與13商會機構簽約章
同時，該局還與本地13間主要商會及專業

機構共同簽署「再工業化和工業4.0」約章，
彰顯共同促進香港與大灣區企業再工業化和
轉型至工業4.0的決心，攜手為香港轉型成為
國際創科樞紐作出貢獻。
林宣武於典禮上表示：「生產力局的嶄新

計劃將為行業帶來重大轉變，使本地製造商
能夠靈活應變，適時制定最佳策略以配合市
場需求。
生產力局將繼續為行業提供最先進的創新

科技，以及全方位兼具成本效益的方案，推
動香港與大灣區企業的再工業化，轉型升級
至工業4.0，並在過程中提升產品質量、降低
製造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為香港邁向國際
創新中心作出貢獻。」
德國駐港澳總領使林文禮先生恭賀生產力

局與德國締結夥伴關係，他說：「科創中心
的成立，將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科研能力，並
加強德國與香港兩地的科研合作。透過採用
德國經過驗證的應用研發概念，該中心將成
為協助香港轉型為全球創科中心的中流砥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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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出台在即，特區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宣佈

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

會」，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自出任主席，成員

包括所有司局長，全面統籌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

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透露，

委員會將負責擬定策略性目標、政策措施及具體

工作計劃，並處理跨局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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