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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建設成功的最大關鍵是制度創新
扶持範圍，甚或讓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從事
國企管理者和教師等。個中目的，就是要為大灣區
一體化拆牆鬆綁，不僅給港澳居民到大灣區發展注
入新動力，而且大灣區開放雙向互惠，香港的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也將獲
得鞏固和提升，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城市的步伐
更快。這正是出台、落實規劃綱要的應有之義。
當然，一談到加快兩地融合，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發
展，面臨的阻力仍不可低估，這種阻力主要還是來自
本港。回歸初期，本港有意見就以「尊重兩制差異」
為由，冷淡對待粵港合作，以致河套區開發多年來進
展緩慢，香港錯失不少發展創科產業的機遇；如今規
劃綱要出台，憂慮香港「被規劃」的舊調又被重彈，
有人認為，香港一直奉行不干預的市場經濟，是全球
最自由的經濟體，若按照規劃綱要的設計，特區政府
要刻意扶持特定行業，與香港的傳統和現實格格不
入，甚至聲言規劃綱要不會成功。
規劃綱要一針見血指出，香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
固支撐，並為香港發展作出清晰定位、指路引航，既
點出香港困難所在，更提供了破解難題的大方向。其
實，兩地融合的制度性、習慣性障礙當然存在，而且
正是難點所在。關鍵是要看到障礙、正視難點，敢於
承認問題、堅定迎難而上，認真分析問題所在，打破
陳規，尋求破解難題的路徑和辦法。
規劃綱要出台，不僅不存在香港「被規劃」的問
題，相反，為香港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香
港各界應充分認識規劃綱要的重要性，高度重視規
劃綱要的指引作用，凝聚共識，澄清誤解，排除干
擾，把規劃綱要的指引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政策，拓
展香港的發展空間，實現大灣區的互利共贏。

WEN WEI EDITORIAL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以全面建
成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
國際一流灣區為發展目標，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通
過制度創新突破阻礙。三地政府和社會各界都需要
迎難而上，革除陳規，消除隔閡，以創新思維打通
三地的人流、物流及資金流，提升市場一體化水
平，讓灣區人民分享更多發展的紅利，將大灣區成
功打造為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宜居宜業宜遊的
國際城市群。
有別於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特殊情
況，由於社會制度、法律體系、行業監管政策不同，
三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的互聯互通仍有眾多阻
礙，儘管同屬「一國」之下，但三地建成共同市場仍
有很多難題。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在「一國兩制」
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不
同關稅區域，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生
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
制度性壁壘未打破，窒礙了三地合作的空間想像
力和參與積極性。舉個很簡單例子，因為三地學
歷、專業資格的互認機制尚未建立，港人到內地求
學、就業、創業難免有後顧之憂；科研儀器設備過
關徵稅，也影響到三地創科合作的積極性，不利大
灣區的創新驅動發展。
規劃綱要正正提出一系列具針對性的方向性建
議，包括在 CEPA 框架下研究推出進一步開放措施，
讓港澳專業人士與企業在內地更多領域從業投資營
商享受國民待遇，擴大內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
圍，推動內地與港澳人員跨境便利執業，將
港澳創業者納入內地創業補貼

中聯辦在昨日元宵佳節舉行春茗團
拜，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出席。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期望與香港各界同心、同
向、同行，共同維護國家政治體制、主
權、安全及利益。作為中央駐港機構，
中聯辦加強與立法會議員溝通，是廣大
市民的共同願望，以溝通增互信，有利
香港和諧發展，融入國家大局，把握大
灣區機遇。反對派議員拒絕「西環之
約」，自我放棄與中聯辦的溝通機會，
令市民大失所望，更反映反對派經常把
溝通掛在嘴邊，實際上講一套做一套，
不改為反而反、漠視民意的積習。
王志民主任昨日在春茗時發表題為
《同心同行 再創輝煌 書寫新時代「一國
兩制」新篇章》的講話，強調中聯辦會
繼續「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在
維護特區憲制秩序上、在促進特區良政
善治上、在促進香港共擔歷史責任和共
享發展榮光上，繼續同心同向同行。王
主任這三個「同心同向同行」的講話，
盛意拳拳、誠意滿滿，表明了中聯辦的
盡職履職的高度責任感態度，也順應了
香港社會的整體民意與願望。
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
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
的意見，是中聯辦的基本職能之一。中
聯辦長期真誠服務香港，既向香港市
民，亦向立法會每一位議員開放。過去
一年多，中聯辦為 13 萬香港青少年提供
了 1400 多個交流學習實習項目；配合推
動中央財政科研經費過境香港使用和中

社評

──解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系列社評之一

中聯辦真誠交流 反對派拒絕溝通
科院在港設立院屬研究機構，助力打造
香 港 國 際 創 科 中 心 ； 接 收 3000 多 封 來
信、接聽 3000 多個來電，為香港同胞提
供涉及內地事務的信訪接待服務，等等
舉措和成績，得到香港市民高度認同。
隨着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融合發
展日益深化，中聯辦的作用日益彰顯。
猶記得去年 4 月 23 日，王志民主任到
訪立法會，與各黨派議員有過一次非常
好的溝通，並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了
「食餐飯、傾下偈」增進溝通的邀請，
社會各界樂見其成。可惜，反對派議員
爽約，這種拒絕溝通的態度，無助化解
分歧增進互信，更無助於凝聚共識推動
發展，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絕非市
民所願見到。
本港近年社會氣氛有了很大改善，正朝
着「風清氣正心更齊」的方向發展，多溝
通、少對抗，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立
法會議員為民喉舌，既要實事求是監督政
府施政，也要與特區政府、中聯辦保持溝
通合作，以有商有量的務實做法造福市
民、造福香港，才不負選民所託。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今次未有把握與中
聯辦的溝通機會，廣大市民感到可惜，
更不認同反對派事事政治化的陰暗心
態。期望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能摒除成
見，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和未來發展，
積極以善意與特區政府和中央加強溝
通，為香港營造和諧包容、共謀發展的
良性氣氛，為解決香港經濟、民生
問題多做好事、實事。

交流灣區發展 議員反映民意
團拜茶敘談綱要 王志民稱積極推動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中聯辦昨日

舉行的 2019 年新春團拜中，多名出席活動的議
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他們都趁機
會與中聯辦官員就最新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交流意見，又反映了香港社會各界
各種各樣的建議及期望，包括金融業在灣區發
展、便利民生措施的意見等。有議員形容，昨日
的回請中彼此有問有答，收穫良多，並引述中聯

家 鄉 茶 宴 客

辦主任王志民表示，會深入研究議員的意見，積
極反映，推動落實。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形容，是次會面高規格，王志民主任
和各位副主任、部長等親身接待眾議員，足見中聯辦對

立法會的重視。午宴氣氛親切、輕鬆，席間談及國家發展以
及香港的經濟民生及社會議題，彼此有問有答，收穫良多。

話題圍繞綱要 過程融洽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則指，正值元宵佳節，新春氣氛仍然
濃烈，會面的過程相當融洽，大家都就不同專業、界別等範
圍，與中聯辦官員交流，表達香港社會各界對規劃綱要的看
法。
由於規劃綱要剛於前日出台，在新春團拜期間，議員和中
聯辦官員的話題，基本都圍繞香港社會各界對規劃綱要的意
見與關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歡迎大灣區綱要正式出台，並感
謝中央在綱要內對香港的重視。事實上，大灣區規劃綱要只
是第一步，日後須有行動及針對性的措施配合不同行業，特
別是年輕人、專業人士、創業者及到大灣區發展的市民，可
在內地找到發展機會。
她表示，民建聯常委會轄下已成立相關的小組，歡迎不同
行業有需要人士，可與民建聯就框架內不同行業如何進一步
發揮進行交流，與特區政府及中央商討及提出意見，又期望
不同黨派的議員把握機會，做好溝通橋樑的角色，有助處理
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中出現的不同層面的問題。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則透露，中聯辦官員席間向各政
黨及界別的議員解釋規劃綱要的精要，未來的目標等，並希
望香港各界可以利用大灣區規劃的出台，為香港創造更多的
新機遇。各出席議員均把握是次會面的機會，討論了很多務
實議題，並紛紛表達了不同業界的期望。

讚王主任
「貼地」
熟悉港情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就與中聯辦官員交流了大灣區金融業界
的發展機會，並談及年輕人未來在大灣區將有出色成就，可
衝出國際。林健鋒則透露，自己向王主任提出中美貿易戰、
規劃綱要、年輕人未來在大灣區發展等議題，而王主任十分
關注及熟悉香港情況，非常「貼地」。
經民聯另一副主席張華峰就在交流中提到金融服務界在灣
區的機遇，包括擴大商品通、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及衍
生商品通等項目發展。
陳振英反映了銀行業對規劃綱要內容的關注和初步意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提到工聯會服務中心在大灣區發
揮的作用。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在席間提到，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 70 周年，建議中聯辦組織香港各界到北京考察，了解
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並引述王主任表示，他會要求同
事跟進安排。

■王志民向立法會議員致以新春祝福。

新華社

反對派拒出席 令市民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體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拒絕
出席中聯辦的宴請，未有進行務
實交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
對此表示遺憾，並形容是次交流
是大家可就不同議題向中央官員
直接發問的寶貴機會。多名出席
活動的議員亦批評反對派以政治
掛帥，放棄溝通機會，令市民失
望，並引述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指，中聯辦會以開放的態度與反
對派溝通。

議員應把握溝通機會
針對反對派議員拒絕到中聯辦
大樓，梁君彥指出，中聯辦官員
和議員席間有積極的交流，隨意
就不同議題直接向中央官員發
問。但反對派議員放棄了這個機
會，他對此表示遺憾。
他強調，大家應客隨主便，不應
拘泥於在哪裡舉行午餐會，又笑言
只要有機會表達香港市民意見，自
己「虎穴龍潭」都會去，何況中聯
辦絕非「一去無回」之所。
梁君彥引述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表示，中聯辦溝通的大門是常開
的，希望大家積極交流，為市民
尋求福祉。未來，他們會繼續與
中聯辦溝通交流，反映對大灣區
的意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坦言，香港

在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上都
與內地息息相關，市民都希望見
到不同派別的議員能夠和特區政
府及中聯辦保持溝通，議員更應
把握機會 ，做好溝通橋樑的角
色，反映意見，處理不同層面的
問題。反對派缺席了昨日的回
請，是放棄溝通的機會，令市民
感到失望。

談灣區 非
「風花雪月」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大家
席間並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摸
住茶杯底」傾談了大灣區金融業
界的發展機會，亦談及年輕一代
在大灣區有出色的成就，衝出國
際。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批評，
反對派經常將溝通掛在嘴邊，實
際上卻講一套做一套，放棄了和
中聯辦官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
令市民大眾失望。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中聯辦
去年收到 3,000多個求助，希望中
聯辦協助港人在內地解決問題，又
安排了13萬名學生到內地交流，讓
他們了解國家發展，反映中聯辦是
在為香港市民服務。身為香港人的
代表，議員應當持續與中聯辦進行
溝通，維護港人的福祉。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對反對派議
員缺席中聯辦回請表示遺憾，並
強調要多溝通、多交談會有更多

出路。他舉例說，內地在 2017 年
推出禁止垃圾入境，導致香港回
收業滯塞，及後他與中聯辦及國
務院商討，最終推出新措施，紓
緩了入境廢紙的問題。
他呼籲反對派議員要多與中央
溝通，尋求有利香港的解決辦
法，而非事事只懂跑到外國「尋
求協助」。

會面有利於全港市民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則指，是次
會面絕非反對派所謂的「風花雪
月」，而是大家在輕鬆的環境
下，互相了解彼此關注的議題，
是有利於香港全體市民的。正如
梁君彥主席所說，除非是要刻意
拖香港發展的後腿，否則為了市
民福祉，議員應履行使命，表達
意見。
九龍西議員陳凱欣表示，身為立
法會議員，應該持開放態度，與不
同界別、機構及組織溝通、交流。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議員應
不分彼此，打開溝通之門，否則就
是未盡議員的責任。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表示，中聯辦花了很多
心思去安排是次聚會，在讓中央
駐港官員了解香港民意的同時，
讓議員了解國家的方方面面，對
香港而言是十分重要。

除了有美食佳餚，中聯辦在元宵佳
節特備湯圓與議員一同品嚐。有議員
指出，昨日茶敘時所品的茶亦別有心
思，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特意挑了三種
其家鄉福建的家鄉茶，分別為鐵觀
音、大紅袍及白茶，讓大家「摸住茶
杯底」交流。
圖︰民建聯議員葛珮帆 提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利是派記者
小食顯貼心
正月十五一般而言是農曆
& 新年最後一日「𢭃利是」的
日子，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
長朱文昨日亦因應香港社會
習俗，向現場工作的記者傳
媒派利是，祝大家新一年順順利利。
中聯辦昨日亦特備小食供在現場等待午
餐會完結的記者享用，包括花生堅果、三
文治、蛋糕，飲品亦有咖啡、奶茶和汽水
等，相當貼心。
有別於反對派議員拒絕踏入中聯辦大樓
的對立態度，中聯辦昨日對不同媒體都敞
開大門，包括《蘋果日報》。《蘋果》記
者在踏入中聯辦大樓後表現興奮，更特意
撰寫即時新聞講述有關安排，就連中聯辦
的廁所都花文字描述，並說廁所「環境都
算企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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