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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春鷹勉盡心建言守會紀
看望港澳代表團提三點希望 郭振華沈春耀王志民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兩會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信春鷹昨日看望出席今年兩

會的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團。她向

代表提到三個重點，包括冀代表

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職責，建言獻

策，為國家發展多提意見；提醒

代表要盡心和集中精神進行討

論；及重申大會重視會風會紀，

期望大會風清氣正。

回應政協工作報告回應政協工作報告 委員力挺特區遏委員力挺特區遏「「獨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沈清

麗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昨日在
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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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港區委員表
示，中央過往多番強調「一國兩制」的
底線是不容超越的，明確反對任何形式
的「港獨」主張，今後大家仍將繼續支
持特區政府打擊「港獨」，維護國家完

整。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委員強調，任何

一個國家都不會同意任何破壞國家完整
的倡議。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委員指，「港獨」

破壞國家安全，對社會造成動亂，絕不
會被香港市民接受。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委員認為，汪洋是

要求香港警惕「港獨」、打擊「港

獨」，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港獨」
依舊存在、在社會發酵，對「一國兩
制」及香港經濟發展會有負面影響。
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委員指出，常委

會工作報告提及港澳部分的篇幅較去年
少，不等同中央減少對港澳的重視，強
調中央對打擊「港獨」的立場鮮明，亦
有法律規範，不用再在報告談論。
黃華康委員指，中央過往已多番強調

「一國兩制」的底線是不容超越的，特
區政府近年取締「香港民族黨」等組
織，今後仍將繼續支持特區政府打擊
「港獨」，維護國家完整。
楊勳委員強調，「一國兩制」是「一

國」先行，過去一年港區委員團結並致
力維護「一國兩制」，打擊「港獨」，
強調只要港人增強國家意識，「港獨」
自然會沒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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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當選港區代表團團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下午先在駐地
北京飯店舉行團內預備會議，會上選出正
副團長，續由代表團召集人馬逢國當選團
長，黃玉山及盧瑞安當選副團長。
信春鷹其後前往看望港澳代表團，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郭振華、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沈春耀、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亦有出席。
信春鷹除了對一眾代表噓寒問暖，提醒
他們北京天氣乾燥，要保重身體外，還作
了簡短講話，提出了三點希望，整個看望
約半小時。
黃玉山引述，信春鷹指今年是新中國成

立70周年的日子，也是國家改革開放繼續
深化的關鍵時刻，冀代表履行好人大代表
的職責，建言獻策，為國家發展多提意
見。信春鷹又表示，是次全國人大會議將
審議《外商投資法》，強調制訂《外商投
資法》對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
放，積極有效利用外資非常重要，黨中央

高度重視。
其次，信春鷹提醒代表要盡心和集中精

神進行討論。最後，她重申大會重視會風
會紀，期望大會風清氣正，大家遵守紀
律，如非必要就不要請假。

提醒整合灣區發展建議
馬逢國在會後表示，自己向信春鷹簡介了

港區代表團的情況，36名代表中，昨日與會
的有18人，其他則在路上。他又表達了港區

代表已作了充分準備，帶了很多建議，估計
不少代表都會提到大灣區發展的相關事項。
信春鷹提醒代表的建議應重質不重量，建議
大家若有類似的建議就整合。
馬逢國亦表達了大家對《外商投資法》

的關注，反映香港商界的意見和憂慮。他
並說，港區代表會配合貫徹會風會紀。
馬逢國又簡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接下

來的日程，包括今日召開預備會，確認主
席團名單及人大會議議程。他指，今年人

大會議8項議程，除了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預算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及「兩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
察院）報告等6項常規議程外，並會審議
《外商投資法》，另有一項其他事項。
至於是次港區代表會否聯合提出議案，

黃玉山表示目前未有這樣的計劃。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今日會在人民

大會堂舉行預備會議，開幕式將在明日舉
行。

香港一向是內地旅
客出境旅遊的主要城
市，2018年就有5,100
多萬人次內地旅客來港
旅遊，首次突破5,000

萬，比2017年增長了14.8%。過去香港曾
出現「零負團費」問題，自內地於2013年
禁止「零負團費」的經營行為後，違法訪港
旅行團活動雖然一度大為收斂，但其後取而
代之的卻是大量低價旅行團。
據香港旅遊業界人士估計，每年約500萬
人次內地旅客透過低價團訪港，雖然旅客為
香港可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大批旅行團
旅客在個別社區，例如九龍城、東涌等，在
區內用膳、購物及參與旅遊項目，旅遊巴士
及大量旅客湧入區內，長期對社區造成嚴重
的影響。雖然經過各方努力，但有關問題遲
遲未有明顯改善，情況亦蔓延至其他社區，
對居民生活造成長時間困擾。而且，太多低
價團亦影響了旅客的遊港體驗，長遠極不利
於兩地人民的交往，以及整體旅遊業發展。
民建聯認為，除了特區政府必須致力調整

交通、公共地方衛生等管理及配套外，國家
相關部門也可考慮採取更多措施，故我們提
出三項建議：
第一，內地應以行政指令限制訪港旅行團

在個別地區、例如是九龍城區的停留時間，
甚至禁止逗留在個別區域範圍內。另一做法
是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雙方協調，研究訂定
到這些地區遊覽的旅行團數目每日上限。
第二，檢討如何可以提高在國家《旅遊

法》第三十五條中關於「以不合理的低價組
織旅遊活動」的可執行性，包括就「低於接
待和服務費用的價格或者行業公認的合理價
格提供旅遊服務」方面的執行情況，以加強
取締非合理低價旅行團活動。

第三，應進一步嚴格執行「通過
誘騙、強迫、變相強迫旅遊者消
費，收受的旅遊經營者以回扣、佣
金、人頭費或者獎勵費等各種名義
給予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即簡
稱「回扣等不正當利益」活動，以
打擊及遏止違法的旅遊業經營活
動。 （標題為編輯所加）

嚴管低價旅團
打擊劏客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
佈，以及近期一些地市積極推出港澳居民
大灣區發展福利包，令更多港青有意北上
創業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副主席
彭長緯呼籲，建立一站式及全面的創業融
資配對系統平台，讓創業者和投資者可以
享受一站式的創業配對，減少有錢無項
目，或有項目但無錢的情況。

配對創投 整合信息

彭長緯調研時發現，很多港澳青年對於
內地工商註冊這類事務操作感到不知所
措，加上內地政府部門信息分散。「辦證
難、手續繁多」的固有印象讓不少港青放
棄了北上創業的機會。此外，信息平台以
及融資平台互相隔離，也令創業者和投資
者之間始終隔了「千山萬水」的距離。
他透露，去年港區不少委員聯合提議建

立一站式營商信息平台，方便整合內地各
個工商部門的信息。比如，公司註冊信
息、稅務信息、工商法律法等。政策信息

能夠在一站式平台上公開透明，也可便利
港澳青年在初創期集中精力做業務。
他表示，該提案獲得回覆，目前已成立

相關平台，進一步優化平台及深化放管服
改革。此外，還建設了小微企業名錄系
統，集中公開各類扶持政策及企業享受扶
持政策等信息。

孟麗紅倡設顧問服務
另外，港區委員孟麗紅則設想，在大灣

區內由政府牽頭或者社會組織成立一個

「灣區顧問」平台，對於有志到大灣區內
廣東城市群就業、創業的港澳居民提供一
站式政策引導服務，同時集中設立將快速
審批通道，為港澳青年大灣區創業發展提
供最為及時、周到的「顧問制」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兩
會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聚集高
端人才資源，成為來自粵港澳大灣
區的全國政協委員們所關注的熱
點。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總裁
翟美卿倡議，為高端專業人才降低
稅務負擔，以加速粵港澳大灣區聚
集高端人才資源。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出來之後，作為大灣區的企業，一直
十分關注灣區城市『9+2』的融合發
展。」翟美卿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大灣區要發展，就需要在交通、
制度、營商環境等軟硬件上互聯互
通。「如果能吸引香港、澳門年輕人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創業，這對
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來說意義重
大。」

內地稅負較香港重，也成為阻撓
港澳青年北上的一道門檻。翟美卿
說，她留意到內地稅負較高，往往
難以滿足高端專業人才的收入預
期，削弱了內地對高端專業人才的
吸引力。同時，稅收負擔也變相抬
高了以高端專業人才成本為支撐的
新興產業的用工成本，從而降低了
企業收益。

倡提升最高累進稅起徵點
為此，翟美卿提議，可進一步調

整和完善個人所得稅法。針對高端
專業人才個人所得稅，其最高邊際
稅率可降低至30%，同時可將最高
累進稅起徵點從10萬元人民幣每
月，提升至15萬元人民幣每月，
同時相應提高各層收入水平累進稅
率的起徵點。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佳
男、劉舒婷 兩
會報道）粵港
澳大灣區為香
港青年帶來無
限機遇。全國
政協委員、香
港青年聯會前
主席霍啟剛昨

日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訪問時
形容，大灣區建設等於開了一扇大
門，港青要自己走過去。希望大家
能積極心態，支持大灣區發展。
霍啟剛表示，社會應該想想如何
鼓勵更多年輕人北上發展自己的未
來，「很多人提到香港向上流動的
機遇不多，比如置業難，而大灣區
給了大家廣闊空間。」他指出，大
灣區8項新措施的推出，一定程度
上消除了不少香港年輕人的疑慮，
尤其是在稅務方面，從天數計算方
法調整到有限度「港人港稅」，是
一個很好的開始。
不過，他承認即使大灣區交流的

基礎搭建得很好，但是在不少調查
中能看到，港青對大灣區的理解，
或者願意北上創業、就業的意願都
不算高，30%願意去，但60%不是
太了解大灣區。
霍啟剛指出，每年特區政府支持
很多年輕人去內地、特別是去大灣

區交流，希望該項服務做得更加精準，例如
由教育交流發展至就業交流，幫助他們解決
問題，提高幸福感、獲得感，並希望能舉辦
以創業為主導的交流團，「不只是走走看
看，不只是了解大灣區，而是有目的地去
做，希望通過這些交流，實實在在地幫助到
港青，再結合他們的自身興趣去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在京出席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透露，
他這次帶來多份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關的
提案，包括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演藝大學，促
進大灣區影視發展，推動文化產業融合發
展，助推中國文化灣區出海等。
吳傑莊表示，大灣區是國家文化產業最先
進的地區之一，隨着各國民眾對影視文化產
品的消費需求日益增強，影視作品逐漸成為
傳播國家文化理念最有效的文化傳播途徑之
一。環視大灣區內的城市，或可以珠江西岸
的高校資源為基礎，由國務院港澳辦、教育
部等單位牽頭，灣區各市教育、宣傳部門落
實，選擇一所條件基礎較好的高校（學
院），與香港演藝學院、浸會大學等合作，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演藝大學。
他表示，在大灣區辦演藝大學，可以率
先引入香港較為成熟的教育課程、教師資

源和軟硬件管理、
建設模式，面向全
國招生，為大灣區
乃至全國培養和輸
送演藝、影視精
英。同時，發揮
「香港演藝界內地
發展協進會」作
用，利用香港現有
影視優勢，在深圳前海建立國際影視合作
交流中心，發揮香港國際化大都市的優
勢，吸引國際影視人才服務深港兩地，以
點帶面，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內地影視
文化與國際的全方位接軌，在講好中國故
事的同時，也能順勢傳遞中國價值與理
念。
此外，吳傑莊也呼籲完善影視文化產業

法律制度體系。

彭長緯籲建平台 助「掃盲」神州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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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傑莊倡建灣區演藝校推產業融合 翟美卿冀減稅吸港澳高端專才

■吳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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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春鷹於北京會見港澳全國人大代表。 記者黃洋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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