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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
帶頭追High-tech
身 體 力 行 粵港澳大灣區要

打造成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而香港在當
中亦被定位要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
業，培育新興產業，但香港社會在變得
「High-tech（高科技）」上仍在摸索
中，香港文匯報記者就特別訪問了數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看
他們如何帶頭用科技。

黃玉山：一影即知咩植物
作為植物

生化學方面
的專家，黃
玉山對科技
的 運 用 亦
「 很 學
術」，總會
四處向人介
紹一個拍照
識植物的手
機 應 用 程
式，只要拍下相片，就可以辨識鏡頭
裡的植物，除了有該植物的中英學
名，還會在旁附上「可信度」，供用
家參考是否準確。
黃玉山笑言，有關程式令任何人都可以
瞬間變成植物專家，「可以向身邊的朋友
講解植物，很厲害！」
他又說，如果當年有這個程式，相信做
研究也會更輕鬆，現時資訊唾手可得，希
望更多人善用科技學習。

王庭聰：電付唔怕搶銀包
王庭聰在

今年全國兩
會前終於開
通了電子支
付，可以在
駐地北京飯
店的紀念品
專賣店購買
兩會特別版
郵票及首日
封。他表示
自己只會帶極少量現金，過往在內地工
作時，去到一些僅接受現金及手機支付
的商戶時，往往要由助手付錢，但北飯
這兩年作封閉式管理，助手不能內進，
他就下定決心開通電子支付買郵票。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現在出外帶

手機及回鄉證就行了，褲袋少了很多東
西，很輕鬆。」
王庭聰更提到，內地手機支付的普及

更可減少罪案，「搶銀包也沒用，銀包
也沒有錢，搶手機用手機支付又會洩露
行蹤。」
不少人都希望科技用於醫療，可以讓

各項醫療程序變得更簡單，也減少不必
要的痛楚。

胡劍江：晶片無痛測血糖
胡劍江早

前就在自己的
右手手臂上植
入晶片，再配
上如手掌般大
小的指定儀
器，一拍就可
得知自己的血
糖指數。他
說，有關做法
可以免去過往
頻頻「篤手指」的痛楚，而植入晶片亦
無影響日常生活，只需要每兩個星
期換一次就可，相當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朱朗文

增與港青交流 傳遞兩會精神
代表讚外商投資法令人安心 助港融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朗文 兩會報道）十三屆全

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閉幕。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總結

今年會議時形容，代表踴躍

發言，「幾乎每次會議時間

都不夠用。」各代表對國家

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在新

一年在多方面推行惠民政策

均感到十分鼓舞，特別是昨

日表決通過的《外商投資

法》，更是對外宣示國家堅

持對外開放，令外商更安心

投資。他們也表明回港後會

通過座談等形式，將兩會精

神傳遞香港各界，特別是年

輕人，又會組織青年到內地

考察交流，促進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灣區冀辦灣區冀辦「「港校港校」」解專才後顧憂解專才後顧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兩會報道）要吸
引香港專業人士回內地發展，照顧好他們子女的
教育十分重要。在今年全國兩會，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團教科文小組正副召集人吳秋北、顏寶鈴及
陳勇提交聯署建議，希望粵港政府在土地、福利
政策等方面，積極支持香港辦學團體在大灣區興
建港人子弟學校。顏寶鈴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港人子弟學校可令在內地居住的香港
學生免受舟車勞頓之苦，也令香港專業人士毋須
掛心子女學業，全力投身大灣區建設。

顏寶鈴：跨境上學 父母心痛
相信不少人首次聽到顏寶鈴這個名字，都是因

為以她命名的學校，尤其是著名直資中學保良局
顏寶鈴書院。她表示，在屯門也有一間以她命名
的仁愛堂幼稚園，而該校也令她想出有關建議：
「幼稚園有很多跨境學生，我看到他們早上6點
多就趕鴨仔一樣，背着書包趕回學校，下午4時

不到就要趕回深圳南山，看到都心痛！」
學校贊助人也有如此感受，何況是小朋友的家

長？不過在家長看來，要子女天天舟車勞頓回港
上學，可能就如打疫苗針一刻的陣痛，是為他們
着想。
顏寶鈴提到：「老師去家訪，發現很多學生家

裡很大，千多二千（平方）呎，父母很多都是香
港內地兩邊走的專業人士，律師也有，教授也
有，他們還是比較相信香港的教育。」

新停留定義惠灣居
她表示，自己2013年當上港區代表後，每年都

會提出有關建議，更分別在2003年及2014年與
深圳市政府商討興辦港人子弟學校，得到市政府
的支持，並同意劃地辦學，然而兩次都受制於特
區政府的「福利不過境」原則而作罷。
顏寶鈴坦言，教科文小組本想在今年兩會打退

堂鼓，不再提有關建議，原因是港人一年在內地

停留滿183日，就要交內地稅項，或令他們舉家
回港居住。
然而，曙光在今年兩會開幕前一刻出現：3月1
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
會議，同意在內地停留不足24小時者不當一天計
算。她認為，這令經常「兩邊走」的港人獲益甚
多，因此再接再厲提出有關建議。
被問到為何對教育如此有興趣，顏寶鈴說，自

己在福建的窮鄉僻壤長大，「我很想讀書，但當
時『文革』，學習環境真的很艱難，20多歲來到
香港上夜校，更要『A for Apple』、『B for
Boy』這樣重新去學，我父親對我不能上大學很
耿耿於懷。」
她強調，教育可改變命運，因此她大力支持教

育，不希望自己的遭遇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小朋友
身上，「我很尊重讀書人，直至現在，我公司搞
活動，我的小學、中學班主任，能請的都會請
來，多謝他們教我。」

■顏寶鈴
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朗文 攝

港區代表團副團長兼發言
人黃玉山形容，今年代

表團議政氣氛良好，每次會
議最少有一半代表發言，幾
乎每次會議時間都不夠用，
幸好他們都言簡意賅，每次
發言控制在6分鐘之內，估計
提交了近200份建議。

鼓勵創新抗經濟壓力
他指出，今年全國兩會令
自己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增
加，「雖然內地經濟今年會有下行壓力，
但國家做了充分準備，包括以創新和創業
驅動，每年就有1.8萬家企業成立，也在扶
貧方面下了很大決心。」
列席會議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

惠珠表示，國家發展去到非常關鍵的時
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收到相當好的效
果，而在國家不斷改革開放下制訂《外商
投資法》，包括採用准入前國民待遇及負
面清單管理，可讓外國商人安心在內地投
資。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指出，

《外商投資法》強調了內資、外資的一致
性，並認為如果進一步放寬向港資金融機
構發牌，將有助鼓勵香港金融人才、企業
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創造出更多元、豐
富的投資機遇，有利大灣區的整體融合。

將組織青年考察內地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應生提到，中

央對代表的意見及建議十分注重，並委派
有關官員到場聆聽及解答，更有部分代表
的意見被採納修訂。
他又指，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下提出制訂
《外商投資法》，對外宣示了國家堅持對
外開放，門只有越開越大，並期望港澳同
胞抓緊機遇，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

回港後，他會向所屬商會、
青年團體、各大機構宣講兩會
精神，分享國家最新發展情
況，並會組織青年到內地考察
交流，促進兩地融合發展。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表

示，這次兩會審議通過《外商投
資法》，並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多項改革措施，一方面適應國
際形勢的發展及國家進一步擴大
改革開放的要求，另一方面見到
國家對未來發展的清晰規劃及堅

定信心。

「官緊民鬆」共渡時艱
他又對中央表明要過「緊日子」印象十

分深刻，因這是指政府的行政開支、收入
方面的收緊，但惠民措施卻是有增無減，
由此可以感受到國家的發展始終以人民的
福祉和獲得感為依歸。
香港紡織業聯會副會長陳亨利認為，

「務實」是今年全國兩會的關鍵詞，國家
關心及了解企業經營困難所在，在政府工
作報告可以看到多項落實到位的措施，例
如針對製造業的減增值稅率、減水電費
等，直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
他續指，兩會期間，國家展現出有信
心、有能力、有決心快速回應環境變
化，而在複雜多變的全球經貿格局下，
《外商投資法》正式表決通過，有信心
這部法律能夠發揮鼓勵、保障、管理外
資的作用，更好回應新一輪高水平開放
程度的要求。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留意到，
「青年」和「創新」經常出現在涉港內容
方面，而他在回港後會聯絡不同界別、尤
其是學校，通過座談及其他活動形式，把
中央最新的政策、規劃及兩會精神傳遞回
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兩
會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今年
全國兩會的焦點議題之一，政府工
作報告首次提出中央支持港澳抓住
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全國政協
的政治決議也首次加入「推動落實
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的內容。多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強調，發展好大灣區是國家和
香港的共同願望，呼籲香港各界積
極了解灣區發展，發揮香港所長，
貢獻國家所需。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認為，香港年輕人如要尋找新機
遇，粵港澳大灣區是非常好的選
擇，並相信將會有許多利民便民的
措施推出。

金融航運空間大
她強調，在大灣區框架下，香港
將有更大空間鞏固和提升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
紐地位，並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
「香港人應把握這個機會，利用我
們在『一國兩制』下與社會的聯
繫，並多了解大灣區發展和我們本
身的優勢。香港的前途將會非常
好。」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

指出，發展好大灣區是國家和香港
的共同願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強調中央支持
港澳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發
揮自身優勢，全面深化與內地互利
合作。
他認為，中央推出的各項政策，
均可促進大灣區三地的融合，加快
人才、資訊、資金的流通。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應生表

示，中央十分關注大灣區發展，希望
能夠盡快落實細節，融合發展。他回
港後會聆聽各界對大灣區的意見，務
求盡快落實，達至粵港澳三地共贏。

青年應發揮優勢
香港紡織業聯會副會長陳亨利

說，隨着規劃綱要出台，香港在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角色也起了顯著
變化，「在國家大力支持下，香港
發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天時地
利人和俱備。我們要把握機遇，尤
其是青年，發揮好自身優勢，以香
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迎來黃金
新時代。」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

示，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中央
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將
更具體的路徑作為鼓勵，也為香港
未來一年的發展指明清晰方向。
他並留意到絕大部分港區代表和委

員都對大灣區發展建言獻策，相信會對
大灣區發展有更好的「集智」效果，而
兩會期間多名中央官員的發聲，也可以
預期大灣區配套政策舉措陸續有來。

兩地同盼建灣區
便民措施陸續推

■譚惠珠
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朗文 攝

■■部分港區代表在人民大會部分港區代表在人民大會
堂前合照堂前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