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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發佈《意見》 冀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

深圳建示範區 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圳再擔歷史重任。中共中央、國

深圳

務院昨日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

《意見》涉港內容
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
（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

下簡稱《意見》），提出到 2025 年，
鼓勵深圳與香港、澳門聯合舉辦多種形式
的文化藝術活動，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保
護，涵養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蘊，不斷增強港澳
同胞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
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
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
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

支持深圳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產業和創意文化
產業，加強粵港澳數字創意產業合作

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全
文多處提到加強與港澳合作（見表），
包括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
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意見》

用好香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組織
舉辦大型文創展覽

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有利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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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意見》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有利於在更
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
革開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
開放新格局；有利於更好實施粵港澳大
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新實踐；有利於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
支撐。

建成高質量發展高地

國的城市範例。這是中央首次正式提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概
念。7 月 24 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
會議強調，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要牢記黨中央創辦
經濟特區的戰略意圖，堅定不移走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踐
行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
機遇，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城市範例。

昨日發佈的《意見》還多處提到加強
與港澳合作的內容，其中尤為值得注意
的是，在民生領域建設中，《意見》特
別提出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
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有專家
認為，深圳的發展與香港息息相關，支
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既是為社會主義發展探索新的發展
空間，也是為香港探索更大的發展空
間。給予港澳居民「市民待遇」體現了
中央對港澳的看重，讓他們在內地發展
能夠有更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
享有
「市民待遇」

提升城市災害防禦能力，加強粵港澳大灣區
應急管理合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專家：港澳深有必要相互借鑒
深圳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認
為，在大灣區內進行「一國兩制」的全
新探索，廣東 9 市與香港、澳門之間，
在制度層面和具體治理方法等需要相互
借鑒、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如果說過
去「一國兩制」的實踐，更多表現為以
深圳為代表的廣東 9 市學習借鑒代表國
際規則的港澳的先進做法和經驗，那麼
現在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進示範區，實際上也就意味着香港和澳
門也有必要學習借鑒深圳的有益探索和
成功經驗，去彌補其自身的短板、不足
和存在的各種問題。

■中央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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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戰略定位

1

高質量發展高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

2

法治城市示範：用法治規範政府和市場邊界，營造
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

3

城市文明典範：構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和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4

民生幸福標杆：實現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
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

5

可持續發展先鋒：打造安全高效的生產空間、舒
適宜居的生活空間、碧水藍天的生態空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創新跨境金融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意見》提出，希
望深圳率先建設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大力
發展新興產業，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
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
融監管。 深圳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表示，中央對深圳
金融創新寄予了比較高的期望。《意見》的出台有中央政府對
香港現時環境或影響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擔憂，擔心影響到
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深圳 GDP 總量已超過香港，地域範圍
小，創新風險小，與上海承擔金融穩定功能相比，深圳更適合
承擔中國金融創新改革示範田的功能，這對於保持中國金融的
優勢，支持中國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借鑒監管沙盒經驗
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行長邢毓靜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建議借鑒英國經驗，按照監管沙盒的理
念，建立粵港澳金融監管試驗區，設立聯合協調機構，在廣
東、香港、澳門三地金融監管部門開展廣泛的監管對話與合
作，推動對灣區內跨境金融服務的監管標準趨同，按照共同
的原則對跨境金融服務進行監管，促進跨境金融服務的發
展，避免監管套利。

鼓勵前海制度創新
提升對港開放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前海成為深化
與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意見》指出要
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
革開放，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提升對
港澳開放水平。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已經成為中國發展
最快、質量最高、效益最好的區域之一，
2018 年註冊企業增加值 2,549.5 億元，增
長 25.6%；實際利用外資 45.08 億美元，
增長 1.3%；2019 年一季度註冊企業
增加值增速為 31.7%，實現稅收收入
同比增長23.9%。

作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前海蛇
口自貿片區在與港澳合作建設自貿試驗區
方面作出諸多探索，吸引了眾多港企投資
和港青入駐創業。截至今年 6 月底，累計
註 冊 港 資 企 業 11,555 家 ， 註 冊 資 本
12,343.5 億元，港企作為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經濟支柱的作用日益顯現。在入駐
前海的企業中，香港企業貢獻突
出。今年上半年，港資企業實現增
加值增長 9.7%，佔比 22.9%；納
稅總額增長 10.8%，佔 22.8%；完
成固定資產投資佔 26.6%；實際利
用港資 22.73億美元，佔比89.7%。

香港

去年年底，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深圳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這是中央首
1?
次正式提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概念。昨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佈《意見》，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毋庸置疑，深圳正被賦予更多使
命，孕育更大能量。
面對鄰居的發展，深圳河對岸的香
港人心中升起深深的無力感：政治爭
拗不僅令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
掣肘，激進示威的暴徒更是圍攻警
署、毆打辱罵記者，造成香港社會近
乎進入「無王管」狀態。許多在深工
作、創業的港人、港商，無論支持或
反對修例，他們跟筆者說得最多的話
就是：「不明白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
樣？我感到心痛。」
最令港人感到憂心的是：本來開放包
容的香港，現在進入無比撕裂的狀態。
香港人不僅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更
是失去了就業、發展的機會，正常的社
會民生得不到保障。上周暴徒「佔領」
香港機場，不僅讓物流商損失慘重，更
令香港這個自由貿易港蒙羞，更遑論歷
時兩個多月的示威行動，令旅遊、文
化、貿易等損失慘重，許多港人真真切
切嚥下了「苦果」。
今年夏天，深圳河兩岸一動一
靜。暴力亂港讓香港陷入無止境
紛爭、流血和衝突；北岸深圳，
靜水深流，孕育巨大的發展能
量，發展愈來愈快、愈來愈好。
香港與深圳的落差日益明顯。
香港還要鬧下去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鄰居發展愈發快 港還鬧下去嗎？

《意見》提出，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

戰略定位是：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
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
杆、可持續發展先鋒。有專家指出，
《意見》指出的「新路徑」、「新格
局」、「新實踐」，是中央罕見給予一
個城市賦予這麼高的使命，此外「豐富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說法，
在當前尤為引人關注。
據悉，去年至今，中央密集就深圳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作出指
示。2018 年 12 月 26 日，習近平總書記
對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朝
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
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為港資澳資醫療機構發展提供便利，探索建
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
證標準體系，放寬境外醫師到內地執業限
制，先行先試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港商：暴亂令港蒙陰影 北上發展有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對於國家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一些深圳港商和港
人表示，這將給在深經商、工作和居住
的港人帶來更多機遇。不過，香港近期
發生的暴亂，令他們擔憂香港前景因此
蒙上了陰影。

人才住房增 機遇必更多
《意見》提出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
的港澳居民在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
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與人才住房制
度。對此，從事航空貨運的港企、東捷

運通董事長黃鵬表示，近兩年港人在深
圳生活越來越方便，不論在經商、創
業、工作、學習等都有一種「同城」的
感覺。
黃鵬說，深圳在土地和人口方面是香
港的兩倍，高新科技產業發達，他很珍
惜在深圳的發展機遇。深圳將加快保障
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建設，未來許多香港
青年人才北上發展，也有機會享受這些
住房服務，獲得本地居民的待遇，將讓
他們有更大的保障。

暴徒癱機場 衝擊樞紐港
香港暴亂對香港各行各業均帶來許多

負面影響。在深圳國際仲裁院從事網上
仲裁技術開發的港人蔡其南表示，有人
歪理煽動年輕人，散播仇恨種子，應為
目前的亂局負責。此次深圳獲批建設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未來發展環境也將
更加優越。他希望香港青年積極北上發
展，並指深港司法界都在商談如何幫助
吸引更多港青到大灣區工作創業。
黃鵬則對香港前景表示擔憂。他說，
近期香港暴亂分子癱瘓香港機場，大量
來自大灣區的貨物運送不出去，海外客
戶紛紛索賠，其公司損失數十萬元人民
幣，他擔心未來一些客戶可能取消經香
港轉向內地機場出貨。

■黃鵬

■蔡其南
記者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