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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會議今閉幕 總理記者會各方高度關注

北上港人心願
盼享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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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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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郭若溪 兩會報道）正在駛入快
車道的粵港澳大灣區吸引着更多港人

星期五

2019 年 3 月

大致多雲 間中有雨

己亥年二月初九 十五春分 氣溫 18-20℃ 濕度 75-95%
港字第 25196 今日出紙 3 疊 12 大張 港售 10 元

北上發展。借大灣區發展「東風」，
在內地工作生活的近 80 萬港人，如何
獲得更宜居宜業的優質生活、率先實
現「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進步」的
美好願景？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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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閉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天將
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會見採訪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中外記者
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生活在北
京、廣州、深圳等地港人，借香港文
匯報向李克強總理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和期待。他們希望在就業、生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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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更加便利，獲得更多與內地居民同
等的待遇。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
學院大二香港學生
李燕瑩 受訪者供圖

認可香港醫師資格
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創業就業空
間，是內地就讀港生就業首選之地。北京中醫藥
大學中醫學系大四港生黎榮曦告訴記者，內地與
香港醫療體系不同，醫師執照也有很大不同，目
前持香港醫師資格證還不能在內地就業。他期
待，在大灣區能試點兩地醫療體系的融合政策和
措施，特別是在大灣區試點認可香港醫師資格
證。「如果遇到總理，我想對他反映這個問題。
我很快就要畢業，最想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尤
其是深圳和廣州兩個城市，因為離香港比較近。
特別是現在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開通後，最
快20分鐘就可以到香港。」

准許港青參軍入伍
北京體育大學體育教育專業三年級港生陳崇權
已經領取到香港居民居住證。他很想在內地做一
名公務員。今年廣東省公務員考試明確規定了港
澳居民可以憑證報名，這讓他對此充滿期待。他
想對總理說，希望國家對港澳居民能實行和對內
地居民同等的待遇，讓香港青年也以更多地參與
到國家的政策，例如參軍入伍。

互通網絡實名認證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大二香港學生李燕
瑩表示，內地赴港升學的學生都是未來大灣區
建設的可造之才，熟悉兩地文化很重要。希望

港聯新零售科技董事
林至穎
受訪者供圖

廣州非洲商會聯合會
會長陳樂基
受訪者供圖

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地區，
在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增強內地和港澳之間
的交流，提供更多的交流學習項目、實習機
會，以培育更多領導型人才統籌大灣區建設發
展，最終促進兩地的協調發展。她也希望政府
能擴大居住證使用的廣泛性，以及進一步更新
不同網站和手機軟件 app 等的實名認證過程，
以支持居住證的網絡實名認證。

享受同等營商便利

惠州素美館創始人
林明偉
受訪者供圖

香港長者劉阿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攝

明偉則盼一張電話卡就能行走大灣區。他說，
如果未來能夠實現一部電話、一個號碼，配套
統一收費的通訊服務，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才不
只是書面的文件。已經 74 歲常年居住內地的劉
阿姨則希望，香港的長者醫療券在內地可以充
分使用，並且在現行的2,000港元基礎上增加額
度。「我特別希望李總理能幫我們香港長者再
增加一些就醫的便捷，譬如讓長者醫療券的適
用範圍擴大至多家內地的公立醫院，今後也能
擴展至住院服務等。」

在內地創業的港人也期盼在內地工作、創業
時，能獲得更多像內地居民一樣的待遇和便利
措施。中山港聯新零售科技董事林至穎期待，
能在大灣區設立「一站式」服務諮詢平台，也
希望在稅務方面、公司註冊等流程、貨物的自
由流通、人員的流動方面，在短時間內，可以
看到有更多指引政策出台。非凡中國控股有限
公司副總廖啟民在內地從事體育文化產業多
年，他最希望從李總理那裡獲得最有用的資
訊，「大灣區 9+2 城市太多了，我很想知道在
哪個城市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

京中醫藥大
學中醫學系
大四港生
黎榮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攝

居京港人冀享灣區優惠

北京體育大學三年級
港生陳崇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正式發佈，針對粵港澳大灣區
的一些優惠政策相繼出台，這讓生
活在大灣區之外內地城市的港人既
羨慕又着急。許多港人萌生轉戰大灣
區的想法，但一些已經形成固定生活圈
香港專業人士
而無法離開定居城市。這部分港人希望李克
(北京)協會會
強總理能關注到非灣區港人的訴求，期待灣
長馮國佑
區優惠政策能「普惠」內地港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灣區政策
「普惠」
北上港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的具體規劃和措施對
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年具有極強的吸引力。特別是稅務方面的
優惠政策，讓很多在北京的專業人士考慮轉到大灣區發展，
但很多客觀因素造成他們不能說走就走，因為他們中的很多
人都是在北京發展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老一代港人，客
戶資源、子女就學和生活環境都不允許他們現時離開北京前
往大灣區。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說，「在北
京常住港人已經有大約 7 萬人，所以，如果我見到總理，我
想請總理考慮對大灣區以外的內地港人也實行同等政策，讓
大灣區的優惠政策做到『普惠』。」北京體育大學體育教育
三年級港生陳崇權也希望國家可以把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的
政策可以慢慢延伸到其他地區，讓居住在其他省份的港澳同
胞也可以享受到這些政策。「如果大灣區的優惠政策便利措
施可以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實行，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同樣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廖啟民對此也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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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療券內地通用

上午9時 代表大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閉幕會）

還有不少在內地港人提出希望在內地生活更
加便利。廣州非洲總商會聯合會長陳樂基希
望，自己回香港家中的時候，能收看到內地的
電視和電台和網絡節目，這樣也促進兩地年輕
人擁有更多相同的話題。惠州素美館創始人林

1、表決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2、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草案
3、表決關於201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決議草案

外商投資法草案等今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今日
（15 日）上午 9 時，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二次會議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會
議將表決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草案等。據證券時報報
道，國務院對政府工作報告修改充實 83 處。其
中「2019 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和政策取
向」部分，補充了「保穩定」。

政府工作報告修改充實 83 處
據證券時報 14 日報道，根據出席十三屆全
國人大二次會議代表審議和全國政協十三屆二
次會議委員討論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國務院對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進 行 了 修 改 ， 共 修 改 充 實 83
處。其中「2019 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和
政策取向」部分，在提出「統籌推進穩增長、
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的基
礎上，補充了「保穩定」（補充在「防風險」
之後）。
據報道，在「2019 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
（四）部分中，在「發展消費新業態新模式，促
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一句後，補充「培育
消費新增長點」。在「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的
第（五）部分中，針對「扎實推進鄉村建設」，
補充「新建改建農村公路20萬公里」。
在「2019 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八）部分

中，針對「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共有 3
處補充，分別為「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
「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完善轉
移支付制度」。
在「2019 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十）部分
中，針對「保障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共有 8
處補充，分別為「加快兒童藥物研發」、「加
強罕見病用藥保障」、「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
革，優化醫保支出結構」、「完善藥品集中採
購和使用機制」、「發展『互聯網+醫療健
康』」、「抓好傳染病、地方病、青少年近視
防治」、「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加強健康
教育和健康管理」。

4、表決關於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 2019 年中央
和地方預算的決議草案
5、表決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6、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7、表決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8、表決關於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接受張榮順辭
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的請求的決定草案
總理記者會
約上午 10 時 30 分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
大廳會見採訪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中外記者，並回答
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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