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資格互認 促進有效對接

醫券兩地互認 工聯倡擴試點
盼推港人參加內地城鎮居民醫保 灣區建宜居宜業生活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日前出台，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聯會粵港澳大灣

區關注組召集人、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昨日在接受採訪時指

出，綱要中提出要提高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她相

信將可促進擴大醫療券在大灣區城市群內的試點使用範圍，及

推動港人參加內地「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真正將大灣區

建設成宜居宜業的優質生活圈。有在內地居住的長者表示，希

望能夠逐步讓港人在大灣區範圍內享受醫保社保。

嶺大夥華南理工研灣區社策

昨日上午，十餘名港歸長者齊聚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共同在

線觀看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
講會，並紛紛表示了對大灣區規劃
綱要的期待和建議。
在工聯會組織的座談會現場，86
歲高齡的港歸長者馮祝泊在了解了
大灣區規劃綱要細則後，表示這是
粵港經濟合作發展的一次大機遇。
他指自己經歷了內地改革開放帶來
的經濟騰飛，而大灣區建設又帶了
一次這樣的發展機會。

港歸長者盼灣區享醫保社保
作為在內地定居已超過60年的港
歸長者，馮祝泊對規劃綱要中提及
的港人在內地生活待遇的改變也顯
得十分關注。「作為老年人我們最
關注的還是醫保社保能否在內地使
用，我所住的敬老院月租5,000多
元，但就在內地無法享受到香港政
府給予的貧困戶補貼。」他期待大
灣區規劃綱要落實後，能夠逐步讓
港人在大灣區範圍內享受醫保社
保。
馮祝泊特別強調，去年自己和妻
子申領了港澳居民居住證後，平時
往返穗港購買車票更加便利，而原
本需要每年在廣州派出所報備一次
戶口，在拿到居住證後只需五年報
備一次。「希望大灣區規劃出台
後，居住證能夠享受更多權益。」
規劃綱要中還提及提高香港長者

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推動優質
醫療衛生資源緊密合作，支持港澳
醫療衛生服務提供主體在珠三角九
市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或合作等方
式設置醫療機構，發展區域醫療聯
合體和區域性醫療中心等內容。

邵建波析社保措施可攜性
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

分析稱，所謂社保措施的可攜性，
即是指香港長者在香港享受的相關
福利，在大灣區範圍內也應逐步複
製開放。

林淑儀倡跨區域救護車服務
林淑儀認為，相關內容或將促進

擴大醫療券在大灣區城市群內的試
點使用範圍，並推動港人參加內地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真正
將大灣區建設成宜居宜業的優質生
活圈。
她並表示，上周工聯會向政府總

部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出希望粵
港兩地政府部門盡快商討及落實跨
區域救護車服務，並充分利用好港
珠澳大橋這一交通設施，讓港人大
病就醫更加快捷。
僅僅幾天之後，大灣區規劃綱要

中就提出了研究開展非急重病人跨
境陸路轉運服務，探索在指定公立
醫院開展跨境轉診合作試點，完善
緊急醫療救援聯動機制等內容，給
予了工聯會建議明確答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在大灣區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
了推進社會工作領域職業資格互認，
加強粵港澳社工的專業培訓交流。
香港工聯會粵港澳大灣區關注組召

集人、全國政協常委、工聯會榮譽會
長林淑儀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
政府建立兩地職業資格互認制度，在
大灣區先行先試，及考慮設立由工會
參與、官方支持的平台，促進兩地資
格互認的對接工作。
「早年內地與香港簽訂的《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兩地專業人士的互認
已訂定，但一般僱員，包括白領、服
務行業、藍領及技工卻沒有包括在
內。」林淑儀指出，內地有國家職業

資格制度，香港也有一套實施超過10
年的資歷架構，但兩者並不完全相
通。

倡設平台 工會參與官方支持
工聯會此前就向粵港兩地政府提出

關於兩地職業資格互認，並在綱要中
獲得了答覆。
她認為，這一指引將加快兩地職業

資格互認的有效對接，「我建議香港
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建立兩地職業
資格互認制度，在大灣區先行先試，
組成大灣區職業技能合作及溝通的工
作架構，以及考慮設立一個由工會參
與、官方支持的平台，促進兩地資格
互認的對接工作，共同為灣區內廣大
職工發展拓前路、謀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香港各院校均
積極開展區域合作，除了創新科研也包括人
文社科領域。嶺南大學昨日宣佈，將與華南
理工大學合作下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社會
治理研究中心」，就兩地社會政策、社區發
展等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具體工作包括就香
港青年到大灣區工作的意願進行調查，以及
檢視港人內地就業配套設施，及退休後於灣

區享有福利等議題。
在綱要公佈後，香港各大學均表示會加強

在大灣區的發展。其中，香港大學日前透
露，港大去年成立的中國項目工作小組，繼
續探討在內地，尤其在大灣區發展的機會，
並將進一步開展在大灣區的相關研究與合
作。中文大學（深圳）則建議成立醫學院和
醫院，目標是將大灣區醫療培訓及服務提升
至國際水平，浸會大學則計劃在大灣區研究

人工智能（AI）、大數據等範疇。

籌備歷時兩年 盼增兩地交流
嶺大校長鄭國漢昨日在新春傳媒聚會上透

露，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歷時兩年
的籌備時間，嶺大與華南理工將成立「粵港
澳大灣區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並於下月進
行揭牌儀式。
副校長莫家豪指，香港人對於大灣區的理

解僅限於深圳與廣州等
常接觸的城市，對大灣
區的理解不多，故期望
中心能協助兩地增加交

流機會。
他介紹，該中心研究成員共約30人，項

目將集中於人文社會科學等範疇，在中心正
式投入運作後，會率先就18歲至35歲的香
港青年到大灣區工作的意願進行調查，未來
研究項目或包括退休港人能否在大灣區享有
香港福利、內地就業的配套設施，或各種社
會政策對市民的影響。
莫家豪期望，香港院校在內地與院校合辦

研究中心，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研究經費
支持，希望能夠發揮香港所長，滿足大灣
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所需。他表示，嶺
大會一直保持謙卑與開放的心態，進行學術
研究。
城市大學發言人昨日則指，該校共有超過

100個研究項目獲大灣區內相關內地政府部
門、研究機構和企業資助或合作，涉獵包括
納米和結構材料、抗癌研究、抗病毒藥物的
生物醫學、5G和天線以至智慧城市的大規
模信息處理等範疇，校方會以過往累積的豐
富的經驗，貫徹大灣區構想，繼續深化區內
科研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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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昨公佈1月會議記錄顯示，
美聯儲官員警告美經濟將放緩，不明
朗因素日增，多名理事表示「不知道
今年應如何調整利率」。包括美國在
內全球經濟放緩，市場不確定因素增
加，正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全球大打
貿易戰、搞單邊主義的後果。而且，
特朗普違反傳統，一再干預美聯儲獨
立運作，令美聯儲在決定貨幣政策時
猶豫不決，結果勢必影響全球金融市
場的穩定，美國也將自食其果。外圍
風險提升，本港更應增強避險意識，
對政治經濟的不明朗因素做出更多防
範預案。

聯儲局1月的會議記錄顯示，委員
認同在今年結束縮表，但同時表示不
確定今年是否會再度加息。而聯儲局
上月已暫停為期3年的加息行動，並
表示對加息保持耐性，原因是美國經
濟增長正面臨愈來愈大的阻力，包括
中國及歐洲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美國
去年減稅政策帶來的刺激效應減弱。

事實上，美國經濟放緩，與特朗普
強調「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有直接
關係。最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對華發
動貿易戰，原先預期經濟持續放緩的
中國會率先「投降」，而美國經濟可
承受得起貿戰衝擊。孰料中國經濟減
速迅即傳導到美國，不但令美股暴跌
蒸發了去年全年升幅，更拖累經濟增
長。美國多家藍籌公司早已發盈警，
貿戰增加營運成本，蠶食盈利。就連
蘋果公司等美企龍頭，也淪為受害

者，不得不發出希望貿戰盡快結束的
強烈訴求。

另外，特朗普還一改美國總統不直
接插手美聯儲運作的慣例，多次或明
或暗對美聯儲指手畫腳。自去年9月
美聯儲決定年內第3次加息後，特朗
普在3個月內密集「開炮」，10多次
公開表達了對美聯儲加息政策的不
滿。去年 12 月 20 日，美聯儲一如市
場預料，加息四分之一厘之後，特朗
普更多次徵詢顧問，可否炒掉美聯儲
主席鮑威爾。聖誕前夕道指急跌，特
朗普馬上批評美聯儲對市場缺乏認
知，不理解貿易戰、強美元及聯邦政
府停擺的影響。之後又有消息指，雖
然特朗普明白法規所限，很難辭退美
聯儲主席，可是他仍要求檢視是否有
法律憑據炒人。特朗普乾綱獨斷，難
怪美聯儲的官員進退失據，對是否加
息不知如何決定。

美國明年又臨總統大選，特朗普為
爭取連任，當然希望股市和經濟繼續
升溫，目前市場又傳出中美貿易談判
將達成協議的利好消息，似乎對未來
經濟不宜過分悲觀。但是，特朗普反
覆無常，很難判斷這位「特事特辦」
的總統，會再對美聯儲作出什麼指
示，中美貿易談判會否出現變數也令
人關注，困擾全球經濟、市場的不明
朗因素難言消除，本港作為外向型的
細小經濟體，對此應有充分心理準
備，做好萬全預案。

美聯儲加息決定難下 特朗普效應作祟

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本
港舉行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宣講會。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為三地發展描繪亮麗藍圖，既作出清晰定
位和分工，又列明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方向目標。
要落實這個宏大藍圖，三地政府和民間就要增強互相
了解、加強雙向溝通了解，以互相借鑒、取長補短、
合作共贏作為基本路徑，在「一國兩制」下尋求一體
化發展模式，突破發展的樽頸，實現三地再次騰飛。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可
循，三地的法治、社會文化、經濟及行政制度存在不
少差異。毫無疑問，這些差異令大灣區有着世界上其
他灣區沒有的融合難題；但同時要看到，正因為三地
有所差異而各具特長，就有條件互相取長補短，形成
綜合競爭力。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
主任林念修在宣講會上表示，當前三地自身發展和融
合發展，面對不少挑戰和問題，實施大灣區戰略為解
決這些問題提供新方案，讓三地有更大迴旋餘地，解
決長期發展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為三地發展提
供新的重大機遇。要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包括香港
在內的各個大灣區城市首先要增進相互了解，消除隔
閡，主動對接，為突破目前的合作難題找到新思維、
新出路。

例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國際聯繫廣泛，而
大灣區各城市製造業蓬勃及市場龐大，兩地的優勢充
分結合，就能達至互惠互利，促進經濟社會各方面發
展。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香港和灣區各城市進一步

深入了解彼此的產業優勢和發展所需，
找到合作的最佳切入點。

再比如，由於香港與內地存在社會體制、思維方式
的差異，內地大灣區城市政府的決策更為宏觀，落實
更有效率，而香港的決策則更注重法治程序公平。因
此，在落實規劃綱要的過程中，本着相向而行、共同
發展的目標和原則，香港和大灣區各城市需要易地而
處，互相學習，共同提升。香港要努力探尋公平與效
率之間的平衡之道，勇於革新既有管治模式和機制，
令決策和落實更有效率；灣區9市則應努力提升社會
治理能力，虛心學習香港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管理制
度和經驗，增強灣區城市的軟實力。

三地民眾能否增進共同體意識，也是大灣區成功發
展的關鍵之一。香港居民看規劃綱要，最關心的無疑
是自己在大灣區的待遇，包括十分在意兩地的稅務差
異；特區政府一方面要盡力達成市民的期望，同時也
要引導市民樹立、增強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互惠互利
的觀念。規劃綱要為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公務員、國企、中小學教師等職
位向港人開放，港人在教育、住房、養老、交通等方
面可享受內地居民的同等待遇。任何合作要成功，前
提必須是平等互利。港人關心自己利益，可以理解，
但落實過程中不能忽略大灣區民眾的利益和感受。

特首林鄭月娥在昨日的宣講會表示，香港在建設大
灣區的角色，須由聯繫人變成積極參與者；廣東省省
長馬興瑞也表明，把大灣區建設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
的總牽引，主動與港澳做好謀劃落實工作，以更高站
位、更大的格局對接中央要求，同時廣東將舉全省之
力推進大灣區建設。三地同心協力，通過互相學習借
鑒、打破制度阻礙，推動大灣區發展向前邁進，打造
高質量發展的典範，並把大灣區合作形成的法治化、
市場化機制向全國推廣，這是大灣區協調發展、互利
共贏的應有之義。

互相借鑒取長補短 促大灣區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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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