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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必須依法取締
「民族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日在兩會「部長通道」接受
採訪時指出，「香港民族黨」是公然鼓吹「港獨」主
張的一個「港獨」組織，其活動挑戰了「一國兩制」
的政治底線，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
也觸犯了香港本地的有關現行法律，屬於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對於這樣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中央人民
政府表示關心，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是必然的。香港特
區政府依法加以取締，那也是必須的。
記者昨日問：「中央政府在不久前就取締『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向行政長官發出公函，這
是出於什麼考慮？在香港有人認為這是在削弱特別
行政區的高度自治。請問主任，您怎麼看這個問
題？」
張曉明說：「『香港民族黨』是公然宣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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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通道」。
新華社

獨』主張的一個『港獨』組織。它的活動挑戰了
『一國兩制』的政治底線，嚴重違反憲法和基本
法，也觸犯了香港本地的有關現行法律，屬於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

「怎能設想中央不聞不問」
他強調：「對於這樣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中央
人民政府表示關注，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是必然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加以取締也是必須的。」
張曉明引述香港特區基本法的第一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怎麼能夠設想中央對待香港發生的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可以不聞不問呢？」
他續說，從處理的形式上看，「中央人民政府
給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公函，表明對特區

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堅定支持，同時也表
明中央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本立
場，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就有關的情況向中央
提交報告，這個方式是恰當的，是依法履行中央
人民政府應有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於法有據，
順理成章，不存在所謂干預、削弱特別行政區高
度自治的問題。」
張曉明表示，香港回歸22年來的事實已經充分證
明，「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香港在這條路
上走得很好，而「港獨」是要把「一國兩制」毀掉。
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對於反「港獨」這一點是非常清晰
的。因為廣大香港同胞都是真誠地希望「一國兩制」
能夠行穩致遠，都負有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
完整的法定義務。

中央挺濠江 勇拓新產業
張曉明：灣區有助
「一中心一平台」
建設

灣區勢創新制度
促生產要素流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澳門回歸祖國今年迎來
20 周年，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日在「部長通道」
接受採訪時，通過一系列例子，說明「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是
成功的，但經濟結構上「一業獨大」的問題仍然存在。為此，中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推動生產
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便利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指出，在現有的政策和制度的框架下，要
實現三地生產要素的便利高效流動還是不夠的，
因此要特別重視政策和制度的創新，「今年有關
的政策能否達到讓大家驚喜的程度，我想我們共
同期待吧。」
張曉明在兩會「部長通道」回應記者有關大灣
區的提問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是今年兩
會的熱門話題，許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發表
了許多很好的意見。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對過去一
年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充
分的肯定，肯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邁出了實
質性步伐，也專門提到了港珠澳大橋順利開通。

政府全力支持澳門努力培育會議展覽、中醫藥、特色金融、文化創
意這樣一些新興產業，及在推進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中國和葡
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台的建設，也就是澳門社會常說的「一中心一
平台」的建設，相信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和澳門特區政府與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借助粵港澳大灣區的強勁東風，澳門一定能夠
逐步破解發展難題，前景會越來越好。

20 周年，有記
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
者問張曉明如何評價「一國兩

制」在澳門的實踐。張曉明表示，今年
12 月 20 日是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紀念
日，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
的日子。舉辦有關的慶祝活動是澳門社
會關注的大喜事，也是國家的大事、喜
事。

人均 GDP 升至世界第二

治安好 日均遊客 10 萬
同時，澳門也是國際著名的旅遊城
市，每年都有大量的世界各地的遊客慕
名而來。去年澳門的入境旅客達到了
3,600 萬，也就是說，在澳門這麼一個
只有 30 多平方公里的區域範圍之內，
每 天 起 碼 有 10 萬 遊 客 在 那 兒 觀 光 旅
遊，人氣很旺。澳門也是東西方文化交
融的地方，歷史城區早就被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前年又被評為「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在澳門很方便享受到世界
各地的美食，有口福也是澳門居民幸福
生活的重要指數之一。
張曉明特別提到，澳門回歸前黑社會
活動比較猖獗，火拼的惡性案件時有發
生，但澳門回歸之後社會治安狀況有了
根本性的好轉。特別要肯定的是，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廿三條立法十年前完成
他說，早在 2009 年就已經完成了以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為主要內容的
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去
年澳門又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舉辦了首個境外國家安全教育展。澳門
所有學校，包括大中小學，實現了升掛
國旗和奏唱國歌的全覆蓋。
「諸如此類的事實和例子我還可以舉

政策或達驚喜程度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在兩會「部長通道」接受採訪。
很多，我想這些都足以說明，『一國兩
制』在澳門的實踐是成功的，特別是當
我們把這些新成就、新變化與回歸前澳
門曾經出現的連續四年經濟負增長、失
業率高、治安不靖，跟這些情況相對比，
更有說服力。」張曉明說。
他指出，澳門當然也有澳門自身的問
題，主要是經濟結構上「一業獨大」，
對博彩業依賴過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和各界也正在努力培育會議展覽、中
醫藥、特色金融、文化創意這樣一些新
興產業，並且正在推進世界旅遊休閑中
心建設、中國和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
台的建設，也就是澳門社會常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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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一平台」的建設。對此，中央政府
是全力支持的。
張曉明強調，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等重大問題，去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位於橫琴的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視察。
去年年底，在聽取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述職的時候又作出了許多重要指
示。「我相信，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
同努力下，借助粵港澳大灣區的強勁東
風，澳門一定能夠逐步破解發展難題，
澳門的前景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前景一
樣，會越來越好。」

崔世平：灣西科技產業總部可駐澳
科技創新中心區一主題訂規劃方案，同
時應設立常設性工作組；利用澳門是科
技創新走廊中在珠江西岸的唯一城巿，
推進珠江西岸大型企業集成創新、中小
企業應用普及；允許內地科技部門、團
體與澳門對口單位合作的科普教育項目
資金同樣享受跨境使用的便利政策等。
崔世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澳門科技
創新領域主要體現在擁有多個國家重點
實驗室，包括中藥質量研究、模擬與混
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智慧城市物
聯網、月球與行星科學等。
最近三年，在被稱為集成電路行業的
芯片奧林匹克大會「IEEE 國際固態電
路峰會」上，澳門獲接納的論文總數等
資料圖片 於或超過內地和香港的總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程相逢 兩會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到要建設「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和
區域發展引擎，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崔世
平昨日建議，在大灣區發展中建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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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澳門要落實和增強高端科研
培育平台實力、加速產學研創就成果轉
化，通過推廣科學教育層次多元化，同
時為澳門產業多元化引進新動能。

冀科普資金能跨境使用
就此，崔世平提出 3 項建議，一是在
大灣區發展中，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區一主題訂規劃方案，並設立常設性工
作組；二是允許內地科技部門、團體與
澳門對口單位合作的科普教育項目資
金，同樣享受跨境使用的便利政策，比
如為科技與科普工作者跨境交流提供更
便利的簽註政策等。
三是，規劃綱要已將珠江西岸定位為
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而澳門是科技創

新走廊中在珠江西岸的唯一城巿，他建
議以工業互聯網發展為切入點，利用澳
門與葡語國家聯繫密切的優勢，引入葡
萄牙可接觸到的歐洲先進工業創新技
術，推進珠江西岸大型企業集成創新、
中小企業應用普及。
他續說，加上澳門智慧城市物聯網國
家重點實驗室的關鍵技術的科研能力，
以及澳門自由港和低稅的優勢，可以推
動澳門成為珠江西岸科技產業的總部。
同時，通過建設以數字創意為主導的知
識產權交易平台、智慧城巿體驗中心、
科技與文化融合基地，這個科技創新的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將有助澳門成為珠
江西岸地區製造業轉型升級的科技創新
核心，實現澳門產業多元化。

他續說，政府工作報告裡面也指出了下一步工作
的方向和重點，就是你剛才提到的，要促進粵港澳
三地在不同的制度、不同關稅區這樣的情況下的規
則銜接，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的便利化。
這個就是下一步中央政府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的着力點之一。
「我想這裡面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特別重視
政策和制度的創新，因為在現有的政策和制度的
框架下，要實現三地生產要素的便利高效流動，
還是不夠的。至於你剛才說到，今年有關的政策
能否達到讓大家驚喜的程度，我想我們共同期待
吧。」張曉明表示。

澳門選舉特首堅持四標準

他指出，澳門雖然地方不大，但是在
「一國兩制」實踐方面地位重要、獨具
特色，而且亮點不少。
比如，澳門回歸後的經濟增長速度是
全世界最快的地區之一，澳門的人均
GDP 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之一。澳
門回歸後第二年，2000 年 GDP 是 539
億澳門元，人均是 1.6 萬美元；去年
GDP 已經升到 4,403 億澳門元，人均達
到 8.3 萬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全世界排第二，僅次於盧森堡。」
他續舉例，澳門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數
很高。澳門去年的失業率是 1.8%，也
就 是 充 分 就 業 了 。 澳 門 從 2007 年 開
始，就已經推行了從幼兒園到高中的15
年義務教育。澳門初級衛生保障體系提
供了覆蓋面挺廣的免費醫療，被世界衛
生組織評為「太平洋地區典範」。
澳門的人均壽命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的，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 84 歲，僅次
於香港的 84.2 歲，與日本並列世界第

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
道）澳門特區今年將選舉新一任行政長
官，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兩會
「部長通道」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央對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標準的要求是一
貫的，就是四個詞：愛國愛澳、中央信
任、有管治能力、澳門社會認可。他相
信，澳門一定能夠選出符合這些標準的
新一任行政長官人選。
張曉明被記者問到今年澳門特別行政
區將依法產生新一任行政長官的問題時
表示，「依法」兩字是一個很關鍵的
詞，依法選舉產生。「我現在能夠告訴
你的也是這樣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
任行政長官人選將會依照基本法和澳門
有關法律的規定，依照法定程序選舉產
生。」

8 月前選出 400 名選委

他續說，新一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時間
已經確定為今年的 8 月，在這之前還要
選出 400 名委員組成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中央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人選標準的要求是一貫的，就是四個
詞：愛國愛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
力、澳門社會認可。「我相信，澳門
一定能夠選出符合這些標準的新一任
行政長官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