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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港政策不絕 建灣信心倍添
委員對韓正講話深感鼓舞 背靠祖國應更有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沈清麗、周曉菁
兩會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昨日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並發表重要
講話，其中要香港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至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等都成為焦點。有參加聯組會議
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對韓正副總理的講話表示深受鼓
舞，特別是中央將會繼續出台更多優惠政策，令人真
切感受到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應更有作為。更深
刻體會到「只要香港需要，國家一定支持」，令大家
對國家、對香港、對大灣區更有信心。
國政協常委唐英年透露，在韓正副總理的講話中，粵港
全澳大灣區是重點。大灣區建設處於重要位置，對國家經

濟發展，尤其是「9+2」的城市都很重要，要努力建成國際上
有活力的灣區。同時，韓正副總理亦正面評價特首林鄭月娥的
施政表現，而他自己也認同林鄭月娥的施政做得好。

發揮本港優勢為國貢獻

中央對港安排長遠清晰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指，韓正副總理
的講話令人很鼓舞。他很清晰地講到國家對香港的安排，特別
是現時大灣區規劃和很多措施出台後，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從長
計議，立足現在並且一步步邁向目標，令大家對國家、對香
港、對大灣區更有信心，相信只要香港需要，國家一定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形容，韓正副總理在半小時發言中，清
晰地介紹了整個大灣區的構思、設計，包括如何發揮香港優
勢、如何讓青年有更大的發展平台等，反映出中央對大灣區有
全盤的設計和長遠的安排。



務實親切 交流如友

韓正副總理首次以國家領導人身
份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議，從亮相
握手到發表講話，一個多小時內在委員們心中留
下非常不一般的溫文儒雅形象。「他非常親切，
大家像朋友般交流」；「他非常幽默，還向主持
人申請加長發言時間」；「他非常務實，要整個
大灣區讓香港青年有更大的發展平台」。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韓正副總理主政上
海時，很多港澳委員都認識他，也相當老友。

香 港 委 員 聯 組 會 議 發 言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指，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介紹國家的最
新發展，亦令他感受到中央非常重視香港發展和「一國兩
制」，也感受國家非常重視大灣區發展，及非常關心香港青年
在灣區平台上的發展，例如中央將會繼續出台更多優惠政策，
令人感到非常溫暖。他認為，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應該更
有作為。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表示，體會到韓正副總理
鼓勵港人要對未來有信心、要對克服困難有信心、要齊心協力
搞好香港發展。
他續說，中央非常重視大灣區發展，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經過
深思熟慮而推出來的，希望委員一起發揮香港優勢，積極參與
大灣區的建設，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同時，要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共同為香港經濟民生發展作出貢獻。

■韓正昨日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
韓正昨日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
，並發表重要講話
並發表重要講話。
。有參加會議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對韓正副總理的講話表示深受鼓舞
有參加會議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對韓正副總理的講話表示深受鼓舞。
。 記者莊恭誠 攝

國家發展提供港青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表示，昨日發言的委員圍繞大灣區提出
了方方面面的問題，身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的韓
正副總理在會面中都正面地回答了大家。她認為，香港回歸多
年後氣氛越來越好，韓正副總理的說話令人鼓舞，所提到的大
灣區發展，以至國家發展，都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了很多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葉建明指，韓正副總理希望各位委員發揮雙重
作用，他感受到在國際與香港錯綜複雜的局勢下，大家需要講
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幫助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
一個認真實踐「一國兩制」的香港，「愛國愛港是我們不變的
情懷，我們會做好貢獻者、捍衛者、支持者和傳承者，不負國
家重託，不負歷史責任。」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指出，韓正副總理非常親
切、務實。當他講到他對香港各方面和港區委員的
工作都感到非常滿意時，自己心裡覺得很溫暖。

申請發言加時 全場報以笑聲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透露，「當
他準備發言時，他說，今日前面共有 14 人發言，
我是第十五個。他還向主持人（何厚鏵）申請，
我發言 6 分鐘可能不夠，可不可以加長。」大家

港在外交中有獨特作用
世衛前總幹事陳馮富珍：香港在國家對外交
往的過程中，就能夠發揮獨特作用，在戰略層
面上，無論香港人還是內地人，大家都是中國
人，而對外交往時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世界上所有國家不
分大小，不分強弱，不管是否有錢還是沒錢，
都是國際社會中的平等成員。

港經驗助內地醫療改革
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香港與內地衛生資
源緊密合作，推動區域醫聯體、人才聯合培養
與交流、跨境轉診、中醫國際化等方面的工
作」，這方面可借鑒香港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的
經驗，推動內地醫療改革事業，紓緩長期困擾
內地的「看病難、看病貴」頑疾，用醫療改革
的實績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防範金融風險建三防線
匯豐銀行副主席王冬勝：國際及內地經濟金融
形勢複雜多變，中央將防範化解系統性風險作為
最核心目標。應建立三道防線，包括完善公司治
理制度、提高財務管理能力及債務管理水平，以

免風險擴散、造成不良資產或形成違約，成為金
融風險源頭。另外應提升金融機構管控風險及風
險定價能力，強化有關承擔責任。

建灣區改革開放新名片
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推動大灣區建設，三
地強強聯合、優勢互補，將實現互利共贏；推
動大灣區建設，不斷創新體制和機制，將提升
區域的整體發展；推動大灣區建設，將有效助
力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國家進一步擴
大開放。相信在中央重視、國家支持下，粵港
澳三地共同努力，大灣區一定會成為中國向世
界展示改革開放的新名片。

倡內企在港解涉外爭議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蘇紹聰：香港在國際法律
服務跟國際爭議解決的地位跟實力，能為內地
企業到「一帶一路」國家投資提供法律及爭議
解決的專業服務，應鼓勵國企及廣大內地企業
將其分公司或處理對外投資及爭取解決事務的
部門設立在香港，並鼓勵企業在簽署涉外商事
合同時，選擇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地。

建大灣區知識轉化中心
中科院院士陳新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全球科技

■港澳代表團昨日舉行首次分組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兩會報
道）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港
澳代表團昨日舉行首次分組討論。委員
在發言時普遍關注到大灣區的發展，包
括要為香港年輕人到大灣區學習、就
業、創業等方面的發展掃除障礙，如容
許他們取得內地身份證，設立一站式信
息發放平台等，同時利用灣區機遇推動
港青赴內地交流和發展。

「無縫對接」
享國民待遇
港澳代表團首次分組討論昨在港區政
協委員駐地酒店舉行，124名香港特邀委
員分成兩組，其中的 53 組開放給傳媒採
訪。該組召集人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唐英
年、李澤鉅和陳馮富珍，小組會議則由
唐英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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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蔡冠深表示，香港要打造國際創科中
心、大灣區要實現科技創新，就需要吸
引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國際青年科技才
俊前來大灣區。未來，他希望能夠消除
區域內的各種障礙，做到「無縫對
接」，讓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內享受到
「國民待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
林建岳指，港區委員今年既要推動更多
港澳青少年赴內地體驗學習、研修考
察，認識國家發展，更要切實了解青年
訴求，幫助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
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議配合青年需求，就政協未來如何促進
港青融入大灣區發展進行專題調研，並
設立一個一站式的信息發放平台，讓有
興趣了解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更容易
掌握大灣區不同城市、不同階段的發展
機遇，提升港澳青年到大灣區發展的意
願，又建議讓港人領取內地身份證，方
便他們在內地的出行。
全國政協委員龔永德也指，大灣區城
市對比內地其他城市有優勢，建議在大
灣區內成立「『一帶一路』走出去」總
部，吸引其他城市有意「走出去」的企
業到灣區，使香港專業人才可以為這些
企業提供專業配套服務。

方便出行提升發展意願

增國家認同免遭
「獨」
害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建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認為，「旗幟鮮

■蔡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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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反『港獨』」已連續第二年出現在全
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當中，體現中央
的高度重視。他建議港區委員幫助香港
青年在面對學業、就業、置業等問題
時，看到大灣區的發展會為他們的發展
提供更多機遇，增強他們對國家民族的
認同感，以免遭「港獨」思潮的荼毒。
全國政協委員胡劍江表示，長期以
來，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和內地的了
解不夠深入、認識存在片面化的情
況，加之一些不良用心的人惡意散播
不實信息，極有可能誤導青少年群
體。他建議從粵港澳大灣區試點，讓
更多港澳青少年以親身體驗和實際感
受來了解國情，增強愛國意識和愛國
精神，清除「港獨」分子對青少年的
思想荼毒。

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是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核心目標之一。中央要支持引領整
合大灣區高校創新資源共同創建綜合性國家科
學中心；支持培育發展創客空間等新型孵化基
地，建設大灣區知識轉化中心；支持建設大灣
區高新產業融資中心。

貢獻灣區三作用不可替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香港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一
是現代金融服務的作用不可替代；二是「一帶
一路」「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不可替代；三是
香港在一些領域的傳統優勢不可替代。在大灣
區建設中，要發揮好香港各種獨特作用，需要
香港專業人士積極參與。

倡粵速建港澳子弟學校
香港青年聯會前主席霍啟剛：把加強兩地教
育交流納入到愛國主義教育範疇，建議按《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有關內容，加快在
廣東建設一批港澳子弟學校和港澳兒童班，讓
香港教師和學生能在灣區裡開展教育的同時也
感受到真實的祖國，還能讓北上創業就業的港
澳青年解除子女讀書的後顧之憂，安心創業、
就業，安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沈清麗、周曉菁 兩會報道

倡辦活動慶華誕 增港青國家意識

港澳代表齊獻策 掃港青入灣障礙

當時都報以笑聲。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形容，
韓正副總理很有親切感、幽默感，「他和大家是以朋
友之間的交流，出自肺腑之言，非常打動人的心。」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則引述了韓正在發表講話
期間提到的一個小故事，「去年 9 月 30 日，國家
稅務總局發現內地對於當地香港專業人士的稅收
政策有需要調整的地方，而就在 10 月 1 日內地開
始放長假之時，相關修改文件便已放在其辦公桌
上。」鄧清河認為，這正正顯示出國家對大灣區
建設的重視，「由上至下，所有人都全力以
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兩會報道）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華誕，也是人民政協成立 70
周年。有委員就建議在港舉行大
型展覽等活動，增強港人，特別
是年輕人的國家意識。

介紹 70 年國家成就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指出，今
年 既 是 新 中 國 成 立 70 周 年 華
誕 ， 又 是 人 民 政 協 成 立 70 周
年。身為港區委員，應該積極在
香港社會參與主辦各項大型的慶
祝工作，讓更多的香港市民同慶
華誕；通過不同渠道向香港市民
介 紹 70 年 來 國 家 的 歷 程 和 成
就，及介紹人民政協的工作和職
能，和港區委員如何發揮「雙重
積極作用」。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亦指，
可以藉着新中國 70 周年及人民
政協 70 周年的機會，在香港宣
講國家故事，並建議將國家層
面慶祝 70 年的一些大型活動放
在香港舉辦，如發展成就展覽
等，從中選取精華部分再加入
一些港澳元素，讓香港市民再
次對香港與國家的血脈相連增
強親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