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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兩會看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兩會兩會 A1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美術部

1 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關於「183天」的計算方法

● 在內地停留同一天不足24小時者，將不計入中國

境內的居住天數

2 大灣區內地九市政府將為境外（包括香港）的高端

人才和緊缺人才提供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

3 支持大灣區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

4 鼓勵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九市創新創業

● 到九市創業的港澳青年可以和廣東省的青年一

樣，享受創業培訓補貼、一次性的創業資金、創

業帶動就業的補貼、租金補貼、創業孵化補貼、

初創企業經營者素質提升培訓

5 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科技計劃

● 出台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可以參與的廣東省科技

計劃的專項或基金等，並獲得經費資助

6 開展大灣區出入境便利化改革試點

● 更便利化應用回鄉證，辦理各類事務

7 便利港澳車輛進出內地口岸

● 分階段、有序地實施港澳非營運的小汽車經港珠

澳大橋口岸出入內地的便利政策

● 不適用於粵方來港車輛

8 擴大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項目的實施範圍

● 擴大「跨境一鎖」的應用範圍，適用於大灣區內地

九市所有貨物口岸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 赴5省市宣講習近平總書
記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
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
團時的重要講話精神

● 組織港澳委員赴內地考
察，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調研議政

● 組織港澳青年社團代表赴

內地體驗交流

● 鼓勵港澳委員支持特區政
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旗幟鮮明反對「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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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針

● 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

官依法施政

● 繼續實施港澳青年到內

地學習交流計劃

● 就促進內地與港澳青少
年交流、落實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提
出建議

報
告
涉
港
內
容

去年工作回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沈清
麗、胡若璋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常委會工
作報告在今年任務中列明，要對落實《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提出建議。多名
全國政協委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亦對有關議題表現雀躍，並指出規劃綱要為
大灣區發展指明方向，而日前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同意落實的8項新措施，更有
助清晰落實規劃綱要的細節，是重要的推展
一步。未來他們除了會關心8項新措施的落
實情況外，也會為大灣區未來的人流、物
流、資金流等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

榮懷指，粵港澳大灣區對國家來說是深化
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剛推出的8項新措
施中，例如「183天」的計算方法，在內
地停留同一天不足24小時者，不計入居住
天數。「回想我在2013年的提案中建議同
一日往返當做半日計，經過6年來，因為
有了大灣區規劃，商界期盼已久的事終得
到實施，這也說明國家敢於大灣區內試行
很多政策，因此港澳委員應該更大膽地提
出創新想法。」
全國政協委員盧偉國指，工作報告簡明扼
要，非常重要，有很大篇幅說明如何決戰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也特別提到「一國兩
制」，清楚指出要為落實大灣區提建議。
他說：「實際上在今年兩會，港澳委員的

提案和建議都是圍繞大灣區，因為規劃綱要
描繪了大藍圖，但在具體落實方面，有待中
央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而
我看到當中的節奏步伐很快，特別是已經詳
細列明8項具體措施，相信是聆聽了很多社
會各界包括經民聯的意見。」

同指8項措施有助落實綱要
全國政協委員曾智明指，在規劃綱要出台
後緊接推出的8項措施，是更具體、更深化
的做法，自己會就相關措施積極建言，例如
「港人港稅」只是針對個別人士，雖然大門

打開了，卻不是全部到內地工作的人，未來
在如何補貼、由誰付錢，以及如何令更多港
人願意到內地，都需要詳細研究。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

峰指，規劃綱要出台後，為大灣區發展指
明方向，而日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同意落實的8項新措
施，更有助清晰具體細節，亦是重要的推
展一步。他又說，自己很關注大灣區發
展，故今次亦在提案中提到建設三地的金
融平台，令三地資金更易流通。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規劃綱要為
有關發展指明方向，但具體細節如何落實，
需要社會凝聚共識，提出建議。他又提到8
項新措施，形容措施有助落實規劃綱要的方
向，而作為委員，他亦會關心有關措施，並
會就高端人才的界定、稅務上的差額補貼等
提出意見，冀令措施發揮最大作用。

關注創科和青年拓展空間
另外，也有不少委員關注大灣區的創科

發展和青年空間。對於大灣區打造成為世
界級科創中心和鼓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全國政協委員魏明德建議，可以由香港政
府牽頭大灣區其他政府聯手成立大灣區投
資銀行。「雖然香港一直推動科技發展，
但融資難、融資貴，比中小企還要難，過
去只靠創投、天使基金等單一融資渠道，
若成立大灣區投資銀行，政府帶動商業銀
行一起合作，相信會更好地帶動經濟發
展。」他認為，在大灣區中，整個廣東省
都是高端產業鏈，又有頂尖高校，定可以
打造大灣區成為創科中心，也可為更多青
年製造創業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

示，已有港人在內地政府部門工作，但人
數不多，對於有志服務大灣區的港澳青
年，或可以允許他們參與到大灣區內城市
群的政府對外事務中，發揮他們的長處。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主席

台就座，祝賀大會召開。
下午3時，大會開幕，全體起立，唱國歌。汪

洋代表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大
會報告工作。

圍繞中心任務 緊扣兩大主題
汪洋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回顧2018年是全面
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也是十三屆全國
政協工作起步之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
共中央堅強領導下，政協全國委員會及其常務委
員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和佈局，推動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展現
了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面貌新氣象。
報告詳盡介紹了過去一年常委會圍繞黨和國家
中心任務，緊扣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
以及所開展的各項工作。
汪洋在報告中指出，常委會認真組織學習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共十九
大及十九屆二中、三中全面精神，學習習近平總
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慶祝改革
開放40周年大會等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學習新
修訂的憲法和政協章程，築牢堅持中國共產黨領
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根基。

鼓勵支持特首施政反對「港獨」
在涉港部分中，汪洋提到，常委會赴5省市宣

講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重要講話精神，組織
港澳委員赴內地考察，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調研議政，組織港澳青年社團代表赴內地體驗交
流，鼓勵港澳委員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
官依法施政，旗幟鮮明反對「港獨」。
展望2019年，汪洋指出，2019年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協也將迎來70華
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2019年必然是機
遇和挑戰相互交織。做好今年政協工作，必須講
政治、顧大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適應
「時」和「勢」的變化，增強「難」和「憂」的
意識，把握「穩」的要義、強化「進」的措施。
汪洋強調，常委會會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支持特
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繼續實施港
澳青年來內地學習交流計劃，就促進內地與港澳
青少年交流、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
提出建議。

貫徹一國兩制
建言灣區建設

全國政協會議開幕 習近平等出席 工作報告強調堅持穩中求進
汪洋囑港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沈

清麗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

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全國政

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常務委員會，向大

會報告2018年工作，並提出2019年展

望。汪洋提到，常委會宣講習近平總書

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

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重要講話精神，

組織港澳委員赴內地考察，就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調研議政，以及就落實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提出建議；

常委會會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支持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委員踴躍獻策灣區發展今年主要任務

■■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代表政協第十三屆全
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新華社新華社

■■ 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
幕幕，，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在主席台上就座在主席台上就座。。 新華社新華社

人大

上午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預備會議，
選舉大會主席團和秘書長，表決會議議程草案。
預備會議後，大會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

上午11時15分 舉行首場新聞發佈會，大會
發言人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

政協

上午9時 小組會議（審
議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
工作情況報告）。

下午3時 小組會議（審
議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
工作情況報告）。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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