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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
「代表通道」
啟動 粵港澳同台論融通

灣區商機無限 三地代表點讚
 !

燁 兩會報道）昨日，在十
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
前一小時許，此次會議的首
場「代表通道」正式啟動，
共有 8 位人大代表走上台前
回應記者關切。其中，三位
分別來自粵、港、澳的人大
代表從各自角度共話三地融
通，暢言粵港澳大灣區無限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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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記者在首場
「代表通道」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麥鈞傑 攝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
省長林少春率先點讚三地深度合作中
的港澳作用。他表示，港澳在廣東發展中不
但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市場化的管理理
念，今後三地「有事好商量」，一定能實現
合作共贏。

林少春：三地多商量實現共贏
「廣東的第一個外資企業、第一條投資
的高速公路、第一個外資五星級酒店，都是
港澳企業投資的。」林少春說，「據統計，
累計到去年底，廣東引進外資超過四千多億
美元，60%以上是通過港澳地區投資或者轉
口投資而來的。」
林少春表示，接下來廣東將重點在規則方
面與港澳進行聯通、貫通、融通。「比如，
港澳地區城市管理的經驗很好，營商環境也
是一流的。」他說，「此外，港澳在投資貿
易便利化、自由化等方面也有很多好的做
法，我們會學習、細化研究、制定規則。」
同時，他提出，之後還將與港澳地區協
商大灣區內養老服務、醫療保障、職業制度
的互認問題，爭取更多融通。他最後強調，
粵港澳三地，只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
量，就一定可以實現合作共贏。

譚耀宗：港精英獻策灣區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民主建港協
進聯盟會務顧問譚耀宗首先介紹香港優勢
稱，得益於「一國兩制」，香港特區可以有
自己的貨幣、獨立關稅區，以及司法體系
等，目前香港是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專
業服務也已與世界接軌。

譚耀宗透露，港區人大代表準備向中央
提出，希望可以委任一批香港各界的精英代
表組成顧問團，為大灣區的發展提出可創新
又可落地的建議。「其實很多港人都希望到
大灣區就業、創業、安居。」他說，「希望
能在青年就業、買房、港式醫院設立、銀行
開戶等方面實現更便利化，加強人流、物
流、資金流的互聯互通。」

高開賢：灣區將令澳門發展更好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朱燁就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對港澳發展問題向全國人大代表、澳
門特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
高開賢提問，高開賢回答時稱，「過去我們
經常講祖國好、澳門好，現在我們也可以這
樣理解，融入國家越深，澳門未來越好。」
高開賢回顧澳門回歸 20 年來的發展情況
表示，澳門每年遊客數量從回歸初期的 900
多萬人次增長至現今的 3,000 多萬人次，財
政盈餘累積從回歸初期的 20 億元漲到了如
今的5,000多億元。
作為來自商界的人大代表，高開賢表
示，相信澳門商界也會積極地投入到、參與
到大灣區的發展建設中。同時，他希望自己
能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職責，向澳門各地推廣
有關大灣區的建設情況，也希望能多聽取、
收集各界意見，向
國家建言獻策。他
相信，大灣區將來
會令澳門更方便、
更便捷，同時也讓
澳門可以發展得更
好。

張俊勇：
中國需以新姿態應對貿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兩會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二
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美國為了遏制中國
而不斷在各個領域打擊中國，
從長遠看，要解決中美貿易摩
擦必須要改變一些舊有思維和
做法，以創新姿態應對挑戰，
而粵港澳大灣區就是制度創新
的最好平台。

料美將礙華發展
據了解，自去年開始的中美貿
易摩擦，經過雙方三輪高級別的
磋商，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成
果，也在一些領域有了突破。張
俊勇指出，中美貿易摩擦很難避
免，隨着中美貿易談判的深入，
短時間內可能會緩和，亦有機會
暫時和解。但是長遠來看，美國
依然不會給中國太多的發展空
間，還會為中國發展製造障礙。
所以需要中國改掉以前很多舊的
思維方式和方法，以創新姿態應
對中美貿易摩擦。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

■張俊勇表示，中國要解決中美
貿易摩擦的話必須要改變一些舊
有思維和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大灣區中不同制度最多的地方，
應該融合香港與內地經驗，實現
大灣區各城市之間互聯互通。在
國家可以接受的條件下，通過香
港將國際級制度、管理技術、行
業標準等，引進到灣區內，結合
現有的規則，創新融合為新的制
度，在灣區內「先行先試」，並
將這些創新標準推廣出去，輻射
到內地其他省市。這些創新經驗
能夠讓中國更加強大，在國際事
務中更有底氣。

港供技術粵製造 助產品走向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兩會
報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
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
在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方面，指出
要圍繞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強化
工業基礎和技術創新能力，促進先進
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加快
建設製造強國。港區人大代表、滬港
聯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姚祖輝
提議稱，廣東製造業和香港服務業可
以率先「合併出海」。
姚祖輝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促
進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
展，為粵港兩地促進合作提供了最好
的平台，香港的高新技術可以在廣東

轉化為成果，廣東製造業和香港服務
業可以「合併出海」。

倡建灣區港青公寓
同時，姚祖輝表示，要鼓勵香港青
年更多地了解大灣區，響應他們對於
北上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關注，至
關重要。
姚祖輝說：「我今年就建議建造港
青公寓，構建優質生活圈。可參考香
港公屋及首置房等機制，建造港青公
寓、人才公寓，完善小區配套設施，
構建『港人熟悉』的優質生活圈，例
如進一步豐富精神文化活動等；建議
為移居大灣區的香港居民提供購房、

租房補貼，進一步放寬買樓貸款等限
制，吸引更多年輕人『留下來』。」
姚祖輝還表示，政府報告中還提出
要優化營商環境，令企業家安心搞經
營，放心辦企業；提出要進一步縮減
准入負面清單，以公平監管促進公平
競爭，加快清理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
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這對於境外
企業來講無疑是個好消息。
姚祖輝又指，加上今年人大會審議
通過《外商投資法》草案，進一步開
放，相信未來我們的投資環境、經營
環境是越來越好，越來越公平，也會
吸引更多國際一流企業到來，形成良
性循環。

■姚祖輝建議在大灣區建造港青公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海外搶註中國商標 南存輝倡建預警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兩會報道）近年來，隨着中國企業
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中國品牌在
國際市場日漸引人注目，與此同
時，中國商標亦在海外屢被搶註。
針對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常委、全
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
南存輝指出，主要問題是中國企業
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且海外
維權成本高、耗時長。為此，他呼
籲，應提升中國企業對「馬德里國
際商標體系」的註冊意識，簡化手
續，出台海外商標註冊資助政策，
多途徑建立海外商標搶註預警機
制。
南存輝介紹，據不完全統計，目
前中國有逾 80 個商標在印尼被搶
註，近 100 個商標在日本被搶註，
近 200 個商標在澳洲被搶註，「商
標搶註已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
隻『攔路虎』。」
在他看來，主要問題在於中國企
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知曉
海外搶註信息的途徑有限，且海外
維權成本高、程序複雜、耗時長。
針對上述問題，南存輝建議，一
方面要加強宣傳，提升中國企業對
「馬德里國際商標體系」的註冊意
識，做到貿易未動、商標先行；另
一方面要簡化辦理馬德里國際註冊
商標的手續，推動國際註冊便利
化，如降低申請條件、減少證明類
材料、縮短國內審查期限、優化流
程等。

倡推政策助華企海外註冊

同時，還應參照專利資助政策，
出台海外商標註冊資助政策，鼓勵
中國企業積極進行海外註冊佈局。
他強調，「應通過工商系統、行業
協會、第三方數據平台等多種途徑
定期收集海外商標被搶註信息，建
立海外商標搶註預警機制。」
此外，還應鼓勵、支持企業維
權，如收集、公佈國外商標法律制
度，公佈典型維權案例；制定商標
海外維權工作方案；對惡意、大規
模、重複性搶註行為，致函搶註國
政府或知識產權局，請求關注處
理；對源於國內的搶註人，將商標
搶註記錄納入信息公示系統，情節
嚴重的給予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
據了解，馬德里國際商標體
系，是關於簡化商標在其他國家
內註冊手續的國際協定。目前，
《馬德里協定》的締約方總數為
56 個國家；《馬德里議定書》的
締約方總數為 66 個國家。中國為
成員國之一。

雄安新區將大規模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雄安新區
即將轉入大規模的實質性開工建設階段」，全
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長、雄安新
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昨日在北京如
是說。
陳剛表示，雄安新區的規劃是一個系統工
程，現在已經完成了雄安新區的規劃綱要，編
制完成了雄安新區的總體規劃、起步區的控制
性規劃、啟動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和白洋淀生
態治理及保護規劃。「其中，總規和白洋淀的
規劃已經報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
與此同時，雄安新區還編制了防洪、抗震、
能源、綜合交通以及生態保護等共計 26 個專
項規劃。陳剛說，規劃編制的時間確實較長，
但編制的速度一點都不慢。「如果有媒體朋友
說我們規劃編制得慢的話，我想說，這樣的慢
是我們想要的慢，這樣的慢是為未來的
好，這樣的慢是為未來的快。」
此外，陳剛透露，「在下一階段雄
安新區規劃建設的各項工作中，我
們將堅持開放式、市場化的思路，
按照城市規劃建設的規律充分發揮
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
讓市場的活力在雄安新區的開發建
設中充分綻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