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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瓊港各自優勢
推動重點合作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通
訊員 安莉 海口報道）海南省政協

主席毛萬春在23日開幕的該省政協七屆
四次會議上表示，過去一年來該省政協積
極發揮港澳界別優勢，立足「香港所長、
海南所需」，助推瓊港務實合作、聯動發
展，共引進12個港資項目，其中世貿集
團、華氏醫藥等10個項目已落地，預計
投資額達16.75億美元，目前資金到位
7.17億美元。
據了解，為促進瓊港務實合作，去年9
月，在海南省政協港澳委員積極配合下，

「中國海南自由貿易港瓊港澳服務業合作
示範區」在海口觀瀾湖旅遊區正式掛牌；
11月又成立了海南省政協「瓊港經濟合作
發展推進工作組」。工作組成立後，積極
主動與香港投資推廣署、香港貿發局、香
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國企業家協會和香
港海南商會互動聯繫，攜手共推涉港企業
投資項目。
目前，推進工作組已協調紅十三金控

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成功在三亞註冊
海南紅十三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推動英
國愛丁堡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在博鰲樂城
註冊愛丁堡國際糖尿病醫院（海南）有
限公司，協調香港諾發集團與江東新區
接洽，推動該集團在江東新區投資項目
落地。
毛萬春表示，推進瓊港合作是海南自貿
港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希望省政協香港
委員積極助推瓊港交流合作深入開展，利
用好瓊港各自資源優勢、政策優勢、人才
優勢，推動瓊港合作重點項目建設，發揮
示範引領效果，打造好「共建自貿港，瓊
港大合作」品牌。

「2020 年，粵港兩地的交流直線下
降。」林至穎透露，雖然在港也經常參
加線上粵港兩地的行業交流會議，但真
正要了解內地防疫情況和經濟復甦狀態
就必須要「身臨其境」才能有自己的一
手觀察。因疫情原因，廣東政協港區委
員101人僅20餘人到場參會，部分委員
在港可以通過視頻直播參會。但對於廣
東省政協委員、中國未來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林至穎來說，寧願隔離21
天也要現場參會的決心來自「民生無小
事」。

「經歷過疫情，更加體會到民生無小

事。」林至穎說，民生事情不及時關心、
處理，小事也會變大事。作為政協委員也
需要留意民生細節問題，及時向廣東省政
協傳遞香港真誠的民意信息，如此才能共
同建設大灣區美好生活圈。因為參會，林
至穎需在港早早就計劃攻略隔離事宜，搶
購港珠澳大橋金巴巴士票等各種瑣事小
事。他感慨，平時可以開兩地牌照車過
關，很少有機會像這次去做細緻的通關攻
略。

但疫情之下，來這樣一趟「費時費
力」的參會之旅，也為自己開啟了觀
察、收集問題的「接地氣」模式。「另

外一個角度
來看，內地
對待疫情的
嚴謹和防疫
的決心也顯
示了制度上
的優勢。」
林至穎說，
以前香港有
許多制度上的優勢，但在疫情這場大考
中，香港可以在防疫方面下更大的決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隔離21天「參會之旅」親身體驗民生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品牌消費意識深入千家萬戶，
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知名品牌又
有多少？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中國
商會常務副會長、創會會長陳丹丹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時指出，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粵港澳大灣區
產生了一大批質優口碑好的產品，但
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馳名的品牌
屈指可數。尤其，大灣區高附加值自
主品牌對比國際三大灣區還遠處於落
後狀態。
陳丹丹調研發現，大灣區目前品牌

推進現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不足。第
一，自政府部門全面退出名牌產品、
著名商標的評選認定後，品牌評價和

評選正在向第三方機構過渡，市場
化、專業化、權威的質量品牌認證體
系尚未形成；第二，具國際影響力的
品牌認證上屬空白，具國際影響力的
品牌打造，受制於國際品牌評價體系
的冷遇。

港有能力領銜打造評價系統
陳丹丹認為，香港有足夠多的專業優

勢服務幫助大灣區企業了解世界知名品
牌現狀和發展趨勢，掌握同類品牌產品
標準，助力更多中國品牌推向國際市
場。「可以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重點
商會、行業協會作用，打造一套專業的
灣區產品品牌評價系統。」陳丹丹表
示，香港通向國際市場的平台優勢和窗

口優勢一直在灣區城市處於領先地位，
且香港擁有一批極具國際視野和包裝、
策劃、推廣能力的專業人才，再加上香
港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領銜為粵
港澳大灣區打造一整套國際國內兩個市
場都認可的產品品牌評價系統，優勢突
出且當仁不讓。
此外，可由香港的幾大主要商協會牽

頭，在灣區各地政府相關部門的積極推
動下，成立相應的聯盟機構，制定完整
可行的品牌評價系統。同時，也充分發
揮灣區內各重點媒體平台的品牌扶持和
推廣作用。最後，對品牌製造企業給予
土地使用、稅費減免，以及企業骨幹人
才安家服務等扶持政策，幫助灣區重點扶
持和培育的品牌企業切實解決後顧之憂。

委員倡建灣區品牌評價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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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夏
微 上海報道）上海市政協第十三
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23日上午開

幕。無懼疫情影響，今年仍然有27位港
澳委員到現場參會，其中還有不惜往返
隔離28天專程來開會的。不少委員表
示，必須實地到現場感受上海的發展和變
化，才能提出更加高質量的提案和建議。
今年的上海兩會召開於內地抗疫的關

鍵時期，同時又將討論「十四五」規
劃而更受矚目。不少港澳委員均圍繞
「十四五」規劃和新時期滬港合作撰
寫不少提案。來自香港的心臟科專家
何教忠今次就是特地為了參會赴滬，
經過14天隔離後立即來到會議現場。

關注「雙循環」下港人新機遇
何教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過去一年

也一直通過網絡與上海方面討論，但深感
「網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未來，圍繞他所在的專業，期待能推動滬
港醫療界更多互動交流。而作為上海中歐
國際工商學院的校友，他也非常關注「雙

循環」格局下港人在內地的新機遇。因
此，就算隔離來參會也值得。還有40餘位
實在無法抽身的委員則通過網絡直播形式
聽取大會報告，感受現場氣氛。接下來幾
天，他們還將在香港召開分組會議，討論
報告並提出建議。
另據了解，作為內地與香港關係最為密

切的城市之一，過去一年，上海市政協克
服了疫情的不利影響，堅持推動港澳交流
工作。上海市政協主席董雲虎在大會的報

告上特別提到，2020年上海市政協鼓勵和
支持港區市政協委員廣泛聯繫各界民眾，
堅定支持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推進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凝心聚力。一些港
區委員表示，今年會議期間，將就鼓勵香
港青年深度參與上海和長三角發展、為港
澳人才落滬安居提供更多支持等話題提出
建議和報告，進一步為港澳人士融入祖國
開拓更多渠道、更廣平台。

港區委員實地感受滬發展 提出高質量提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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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四次會議
23日上午在北京會議中心開幕。北
京市長陳吉寧作政府工作報告指
出，擦亮歷史文化「金名片」，北

京今年將推動中軸線文化遺產保護立
法，做好鐘樓和正陽門箭樓文物保護修
繕。據了解，北京今年將實施中軸線申
遺保護三年行動計劃。
北京中軸線是指北京自元大都、明清
北京城以來北京城市東西對稱布局建築

物的對稱軸，天安門、端門、午門、太
和門、鼓樓等北京市諸多其他建築物亦
位於此條軸線上，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
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在2011年
6月11日中國第六個文化遺產日，北京
中軸線申遺文物工程正式啟動。到2018
年 7月，北京中軸線申遺確定了天安
門、永定門、先農壇、天壇等14處遺產
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家文物局日前發

布的20餘項2021年重點工作中，北京
中軸線申遺潛力項目培育納入其中。

年內推中軸線申遺保護計劃

中 國 新 聞A11 ●責任編輯：謝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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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久未通關 融灣暫淪空談
廣東兩會熱議疫阻港青北上路 委員籲港府防疫措施借鑒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3日，廣東省兩會拉開帷幕。

因疫情原因，廣東政協港區委員101人僅20餘人現場參會，部分委員在港通

過視頻直播方式參與。場內場外，港區政協委員們參政議政的熱情不減。香

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聚焦港青北上發展的提案中，跨境、流動、融灣等

成為高頻詞。與此同時，也有委員憂慮，粵港一日不通關，就會帶來許多不

通則「痛」的問題，同時也令相關提案陷入「紙上談兵」的泥潭。

親自到場參會的廣東省政協委員、中國未
來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至穎今年

帶來8份提案，其中6份提案聚焦大灣區，內
容涵蓋粵港兩地跨境人才流動、加快建設大灣
區大學、鼓勵境外科研機構落戶大灣區等議
題。此外，身兼粵港澳青創孵化器青年創業導
師的林至穎透露，希望在今年廣東兩會現場為
港青北上融灣發展發出現場「最強音」。他呼
籲，從實施「灣區通」工程開始，積極推動港
青成為灣區融合的先行者。
作為在粵發展近10年的港青「先行者」，林

至穎因疫情居港超半年，但也通過線上「雲會
議」等形式不斷參與粵港兩地青創交流的行業
會議。他發現，目前不少港青對就業和經濟前
景傾向悲觀，對大灣區就業支援計劃認知度和
參與度都較為低。同時，港青的就業喜好偏向
務實，看重收入報酬、生活質量和發展前景。

委員為優化跨境流動發聲
此番為了參會，他提前20多天從香港出

發，通過在線搶購港珠澳大橋巴士票、通關、
入住酒店和社區連續隔離這樣完整的一套「通
關」流程，林至穎感慨，過去三年多時間大灣
區融合發展成為大家的共識，但2020年疫情
粵港兩地通關幾乎處於「暫停」狀態。這對於
很多有意來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青年或者專
業人士來說，「14天酒店+7天社區」的隔離
套餐就如一座大山阻礙了青年的融灣計劃。
出行無小事。同時，林至穎還關注到北上大
灣區內地城市所需要的交通、時間成本也需要
不斷優化。因此，他建議推行高鐵月票和計次
票，加強大灣區內人才流動升級。
為優化跨境流動發聲的委員不在少數。廣

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主席霍啟
山調研發現，港青不願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的比率有所上升。雖然大灣區發展規劃如
今廣為港青所知，但不願意赴大灣區內地城
市發展的比率則從2018年的31%上漲至2020

年的51.1%；願意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港青
比率也從 2018 年的 35.6%降至 2020 年的
22.3%。「港青不願北上發展的原因錯綜複
雜。」霍啟山帶來生活、學習、工作三方面
的建議，尤其針對兩地交通、教育、醫療、
生活等方面的差異和存在的問題，為港青對
融灣發展掃清現有的顧慮。

盼早控疫情早通關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商會常務副會

長、創會會長陳丹丹對此也深有感觸。為鼓勵
香港青年人才北上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粵港兩
地都在不斷探索。比如，廣州、深圳、珠海、
東莞等灣區城市出台了大量極具吸引力的人才
招攬政策和安居津貼；另一邊，由於香港修例
風波和疫情封關等不利因素的衝擊和影響，這
些政策的實踐效果並不盡如人意。
前不久，香港202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也在全面鼓勵支
持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陳丹丹建
議，粵港兩地政府及相關機構形成政策輔助
合力，吸引香港青年到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
業。另外，建設一站式就業信息網站和
App，匯集大灣區所有權威發布渠道的就業
信息，讓所有有志於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港
青，可一站式獲得與自身求職意向匹配的就
業信息。不少港區委員聚焦港青融灣發展問
題，但粵港「封關」的現實困境也讓港青北
上發展的議題在某種程度上淪為「紙上談
兵」的困局。
林至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此次用21天

過關來參會，就是希望將更多香港的民意帶到
廣東省政協層面。「一日不通關，再多好政策
和設想都是『紙上談兵』。」林至穎說，通則
不痛。要解決港青北上融灣的現實痛點難題，
還得早日控住疫情早日通關。同時，他也呼籲
特區政府在防疫決心和嚴謹執行方面可以向內
地借鑒。

●林至穎 受訪者供圖

●●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主任沈敏員會主任沈敏、、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上海市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常務副主任徐力與到場參會的港澳員會常務副主任徐力與到場參會的港澳
委員合影委員合影。。 委員供圖委員供圖

●海南省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昨日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

●●廣東省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昨廣東省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昨
日開幕日開幕。。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