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灣保競爭 利港惠民生

訪創科企讚創意 特首盼助力建「灣」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日前

到訪數碼港，並赴由數碼港營運、位於荃
灣的Smart-Space 8共用工作間，了解數碼
港扶持初創企業、促進創科行業發展的工
作。她表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之
一，香港會積極增強自身創科能力，為香
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同時為青年開拓更
大發展空間。
林鄭月娥前日下午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陪同下，首先到數碼港，聽取數碼
港主席林家禮介紹數碼港的最新情況，包

括其創科生態環境，以及其扶持初創
企業、促進創科行業發

展和海外推廣工作。一行參觀了供初創企
業作業務基地、並為它們提供培訓和交流
機會的Smart-Space金融科技專區，以及推
廣智慧生活的專區。

察扶初創工作 與青初企交流
一行其後前往數碼港在荃灣營運、為青

年創業家提供創業支援配套的Smart-Space
8共用工作間，並與數名青年初創企業家交
流，了解他們的創業理念和歷程，以及使
用共享工作間的經驗。
林鄭月娥表示，創新及科技是現屆特區

政府的施政重點，政府已投放龐大資源完
善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和鼓勵研發活動，
樂見數碼港利用政府提供的額外資源，為
初創企業提供更全面支援，協助有志創業
的青年實現夢想，而在與青年創業家交談
期間，更深深感受到他們無限的創意、對

創業的決心和對事業發展的期盼，亦令她
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
她續指，香港的初創生態近年漸見蓬

勃，去年在主要的政府或私人共享空間及
孵化器營運的初創企業共有2,625間，較
2017年的2,229間上升18%，去年聘用了
9,548人更較2017年的6,320人上升51%。

增強創科能力 投灣區促經濟
林鄭月娥提到，中央政府日前公佈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項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將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
其中在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
《規劃綱要》的重點之一，香港會積極增
強自身創科能力，善用《規劃綱要》中提
出的配套，致力在大灣區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同時
為青年開拓更大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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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蘋
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不斷唱衰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在昨日的社論中就以
英國脫歐一事借題發揮，稱大灣區互
聯互通、市場一體化，將令香港成為
「英國受歐盟制約而面對的困擾翻
版」，屆時「要求脫灣、擺脫被規劃
命運的聲浪將勢不可擋」。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在fb發帖，批評該篇社
論將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等同英國和歐
盟的關係，是在指鹿為馬，又指脫歐
已為英國帶來極大的困擾，「蘋果日
報逢中必反，今天，理屈辭窮已經到
了這個程度。」
《蘋果》昨日發表以《從英國脫

歐預見香港脫灣》為題的社論。社
論作者李平聲稱，粵港澳大灣區是
「強行」把三個不同文化、法律、
貨幣的經濟體糅為一體，「恍若一
個由不同基因組合而成的畸胎。」
在區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市場一
體化實現後，對香港的衝擊將會
「惡化」。

無視兩者異同 恫言衝擊香港
李平聲稱，英國脫歐一事，反映

「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經濟

體強行融合引發矛盾與衝突，已堪
為粵港澳大灣區殷鑑」；「香港將
面對英國要求脫歐時最不滿的移民
系統失衡、付出與回報失衡、公共
資源被外來人口侵佔等困擾，一些
現時支持入灣的港人恐怕也會轉
軚，要求脫灣、擺脫被規劃命運的
聲浪將勢不可擋」云云。
梁振英昨日以《大灣區不是歐盟，
蘋果社論指鹿為馬》為題發帖，批
評《蘋果》社論作者李平，將《規劃
綱要》下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等同英國
和歐盟的關係，絕對是不倫不類，指
鹿為馬，「任何對歐盟問題稍有常識
的人，不要說報章主筆，都不應該犯
這種低級錯誤。」
他反駁李平以「英國的經驗」、

「預見」「市場一體化對香港的衝
擊也將惡化」的觀點：「李平應該
知道：歐盟的市場一體化有兩個重
要元素，一是單一市場（single mar-
ket） ， 二 是 關 稅 同 盟 （customs
union）。在《規劃綱要》之下，香
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既不是單一市
場（例如內地的工人不可以來香港
工作），也不是關稅同盟（香港和
內地之間設有海關，歐盟國家之間

沒有）。」
針對李平在文中稱，英國人尋求脫

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英國「須遵從
歐盟制訂的法例與司法裁決，包括移
民、邊境管制，被視為喪權辱國」，
梁振英反駁，歐盟有歐洲議會之設，
功能就是為歐盟28國立法，「但中國
全國人大立的法律，必須是限於外交
和國防等的法律才可以在香港實施，
因此李平說的英國『須遵從歐盟制定
的法例與司法裁決』和香港的情況也
是風馬牛不相及。」
梁振英直言，脫歐已為英國帶來極
大困擾：企業出走，工人開始失業，
受歐盟資助的科研項目停擺，在歐洲
工作和退休定居的英國人不知所措，
更有英國人開始在家中儲存食物和藥
品。
「不少在兩年半前的公投中投票贊

成脫歐的英國選民，今天公開表示當
時被政客誤導，沒有全面了解脫歐的
惡果，因此要求第二次公投。一般估
計，如果英國就脫歐問題作第二次公
投， 甚有可能扭轉兩年半前的結
果。」他說：「蘋果日報逢中必反，
今天，理屈辭窮已經到了這個程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公佈後，不少市民對具體內容仍有
不少疑問。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
（譚Sir）近日就拍片「快問快答」，其中強調香
港有良好基礎，加上優勢會在《規劃綱要》下進一
步發揮，毋須擔心內地城市「威脅」香港，而「一
國兩制」在《規劃綱要》中也有明確表述，大灣區
發展不會如反對派聲稱的「衝擊『一國兩制』」。

基礎厚如添翼 毋須擔心「威脅」
譚耀宗在短片中強調，大灣區發展會增加港人
的就業、創業甚至安老等空間，因為範圍包括內
地9個城市和港澳兩個特區，「大家的選擇會變
多了。」
他並回應了不同的問題。就有人擔心內地城市
發展會追上來，「威脅」到香港的優勢，他直言
毋須擔心，因為根據《規劃綱要》，香港優勢會
進一步發揮，加上香港已經有相當好的基礎，仍
以一定差距領先內地9個城市。
反對派一直聲稱大灣區發展會「衝擊『一國兩
制』」，譚耀宗強調「這是不會的」，因為「一
國兩制」在《規劃綱要》中寫得很清楚，香港繼
續有獨立關稅區、貨幣及本身的法律制度，這是

不同於其他城市的。
至於香港青年有何途徑到大灣區發展，他表

示，如有香港青年考慮到內地創業，更有一些想
法或計劃，可以回內地找一些鼓勵青年創業的地
方嘗試一下，如一些企業孵化中心，而現時廣東
省正推動建立資訊平台，為年輕人提供創業及就
業時的資料，亦會解答他們提出的疑問。
在安老方面，譚耀宗指現時香港福利中很多未

能在內地通用，特區政府可考慮再放寛一點，例
如長者醫療券目前只容許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使
用，日後可考慮擴展至在大灣區其他甲級醫院使
用，並希望大灣區可以多建立一些港式醫院，讓
遷到當地定居的港人選擇就醫。

規劃無礙港優勢
譚Sir拍片釋民慮

亂拉脫歐唱灣區 梁振英批《蘋》老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日前

公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香港參與大灣區發

展的重點是保持香港競爭力，同時又不形成惡性競爭，以達至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他並強調，香港在實行《規劃綱要》時保持

自主，可自行決定具體建議，更積極參與《規劃綱要》的制訂，

將港人意見歸納並轉達中央。

■林鄭月娥與青年初創企業家交流。

■譚耀宗表示，大灣區發展會令港人就業、創業
甚至安老的選擇增加。 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不少
意見要求內地實行「港人港稅」、即
在內地居住的港人只須按香港稅率交
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表示，中央清楚知道港人關注在內
地生活的稅務問題，因此未來在落實
大灣區發展時，會繼續向中央及有關
部門反映和討論有關問題，並會考慮
各個方案包括「港人港稅」，又強調
不會「封後門」。

重申不會「封後門」
聶德權昨日在電台訪問中表示，香

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經常與內地方面
有很多密切聯繫，所以港人需要不時
往返內地，甚至可能要在內地居住。

如果大灣區要成為盡量便利港人生
活、就業和就學等方面的空間，繳稅
的問題肯定是一個關注，重申政府會
探討每一個建議，包括「港人港
稅」，強調不會「封後門」
他續說，中央清楚知道港人關注在
內地生活的稅率問題，因此未來在落
實發展時，會繼續向中央及有關部門
反映和討論稅率問題。
不過，聶德權呼籲香港社會各界要

設身處地思考，若港人在內地工作，
享受內地福利，但就按香港稅率納
稅，是否完全適合，他又指，若果有
個別城市希望招攬人才，可以透過吸
引人才政策，讓公司或政府為相關人
才提供稅務補貼。

他提到，稅務問題主要有三方面，
包括港人在內地生活可否只按照香港
稅率、而非以內地稅率交稅；現時港
人每年在內地住滿183日須繳交內地
稅款，是否仍有寬限空間；港人在內
地住滿183日，應否就內地以外的收
入交稅。他坦言，稅務是比較複雜的
議題，但強調在大灣區發展當中，香
港一定會關注有關問題。
至於《規劃綱要》沒有寫到「港人

港稅」，聶德權重申，綱要只是方向性
文件，所以當中列舉的都是有利整個區
域發展的重要政策範疇，無論綱要有否
提及，都必須處理稅務問題，並強調稅
務屬於國家政策，所以需要與中央有關
部委商討，而這些關注也是清晰的。

「「港人港稅港人港稅」」方案方案「「有得傾有得傾」」

朝創新方向促經濟 聶德權聶德權：：綱要綱要實行具自主性

■聶德權表示，香港在實行《規劃
綱要》時保持自主，可自行決定具
體建議。圖為大灣區地圖，圖中的
左圖及右圖分別為深圳及香港。■聶德權表示，灣區有助本

港經濟發展多元化。

聶德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大灣區發
展是在國家層面重要的整體策略，更重視

進一步改革開放，將朝創新方向去改善經濟發
展及改善人民生活。他強調，大灣區並非只講
融合而不談競爭，重點是透過大灣區的發展保
持香港競爭力，同時又不形成惡性競爭，以達
至開拓經濟發展，並改善、解決現有市民生活
的問題。

港積極參與制訂過程
反對派聲言香港「被規劃」，失去經濟發展
自主性。聶德權直言並不同意，指《規劃綱
要》雖提及許多支持香港的措施方向，但「做
不做、做得多快、做多少」是由香港自行決
定，若香港有具體發展建議，並能配合《規劃
綱要》方向，中央亦會支持。
他續指，特區政府在制訂《規劃綱要》的過
程中一直積極參與，並在歸納與各持份者溝通
得出的意見後，才把總體意見提交中央。
聶德權以創科為例，指特區政府一向推動創
科發展，而香港雖有強大的大學科研實力，惟
難以轉化到生產上，日後可透過大灣區的完善
生產體系、龐大的市場等，聯合香港的科研技
術，形成產業鏈，強調是優勢互補、雙贏的局
面。

「一國兩制」框架保優勢
他強調，大灣區有助本港經濟發展多元化，
亦有更大空間發展創科，並為港人提供多一個
學業、就業或創業的選擇，「你去不去是個人

決定，但起碼有
多一個選擇。」
他續指，香港

是大灣區內最開
放及經濟能量最
高的城市，惟現
時香港與內地在
政策、制度和機
制上不一致，因
此要想辦法達成
更 暢 順 發 展 方
向，但強調需保
留「一國兩制」的框架，以保持作為大灣區一
員中的獨特優勢。
被問及「聯通」後會否令香港的資源更為緊

絀，聶德權表示，香港在制定政策時，並非各
項均與內地相向對等，如要令人流、貨物、資
金流通，就需要打通制度，但坦言打通制度的
過程是艱難的，需要匯聚各方意見。
至於《規劃綱要》提出研究開展非急重病人

跨境陸路轉運服務，他認為，隨着大灣區發
展，會有更多港人北上學習、就業或退休，他
們對醫療服務有一定需求，而且對於香港醫療
較有信心，認為研究的新措施能夠改善現行制
度，製造更便利的環境。
《規劃綱要》並提到，鼓勵港澳醫務人員到

珠三角學術交流及短期私人執業。聶德權強
調，特區政府會先照顧本地需要，但隨着更多
港人到內地生活，長遠亦要考慮這方面的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