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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國務院機構

改革方案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後，新

一屆國務院及各部門領導人已在大會選舉產生。全國

港澳研究會權威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是次機構改

革所組建的新部門給香港各界提供了新的合作機遇和平台，老部門則可在以往

良好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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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新產生的許多內閣成員都是港人
「老相識」，以往作出過支持香港發展的

積極表態，相信各部門將一如既往，全面支持
香港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專家特別建
議，特區政府應盡快研析是次機構改革所體現
的國家治理新思路，同時熟悉新部門和部門首
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
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員、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
任李曉兵均認為，國務院機構改革適應了國家
發展所需，改革後的部門職責更清晰、效率更
高，勢必對港澳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
參與「帶路」合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人民
幣國際化等重大問題提供更多便利和機會。
郭萬達指出，新組建的移民管理局涵蓋出入境

管理職能，或會進一步為港人出入內地通關提供
便利。此外即將組建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將
對香港充分發揮國際網絡優勢、參與國家「帶

路」建設、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方面提供更
多機遇和平台。

合作基礎好 冀拓新領域
李曉兵表示，對一些新部門而言，香港可以

提供豐富經驗並從中尋求新合作空間。如國家
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生態環境部、文化和旅
遊部等，香港在這些方面都具有成功經驗，可
與這些部門開展交流和探討，尋找發展空間。
內地金融改革和發展備受香港關注。兩位專家

指出，是次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將
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確保內地金融健康穩定發
展，此改革將有利於香港金融界與內地展開更加
通暢的交流合作。
另外，專家們認為，保留的老部門此前都與香

港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礎，國家發改委曾與香港
簽署系列合作安排，教育部亦對香港學生提供許
多保障和福利。「在這些已經有了良好合作基礎

的部門，香港可以尋找新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深
化合作。」李曉兵說。郭萬達指出，相信人社部
也會進一步為香港社會所呼籲的與內地居民同等
待遇上提供更多政策。

易綱掌央行 助金融交流
就新產生的國務院內閣成員，兩位專家不約

而同提到新任央行行長易綱。「易綱先生去年
曾親赴香港解讀十九大報告，解讀國家金融改
革路線，他本人是經驗豐富的金融專家，對香

港也很熟悉，這對香港如何參加人民幣走出去
都非常有利。」郭萬達說。
李曉兵指出，易綱擔任央行行長有助於香港金

融界與內地的交流和合作。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
峰、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等都是香港政府部門的「老
相識」，也多次表態要積極支持香港發展，有助
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曉兵建議，特區政府應盡早熟悉新的國務院

部門，了解國家體制改革新思路，尋找更多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空間和機會。

習近平全票當選中國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後，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全媒體新聞中心馬

上推出兩個傳遞港人心聲的H5產品，採用虛擬電
子賀卡、賀電形式，祝賀習近平主席當選。這一獨
特表達方式一經推出，迅速在香港讀者圈中獲得熱
捧，引發刷屏。不少香港網友在留言中表示，習主
席全票當選是眾望所歸，祝福國家在他帶領下發展

得更好。
其中，《我要發賀咭：熱烈祝賀習近平全票當

選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網友可自主選擇
香港18區的任一區域，一鍵發送虛擬電子賀卡。
這一創意產品上線後不到2小時，即吸引逾3萬名
香港網友發送電子賀卡。

另一產品《祝賀習主席，我要發賀電》，則將
習近平主席進行憲法宣誓的完整視頻鑲嵌其中，

在發送賀電的同時，能讓網友重溫這一神聖而莊
嚴的時刻。短短 2 個小時，參與人數即突破
10,000人。

今年的兩會報道，內容有創意、形式有創新的新
媒體產品層出不窮，如新華網推出的《躍然紙上看報
告》、中新網推出的《這次憲法改了啥？》H5產品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舒婷 兩會報道

「我向習主席發賀電」港人刷屏熱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19日出版的《人民日
報》刊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
務副部長、中央政策研究室
常務副主任王曉暉的署名文
章。文章稱，「優化協同高
效」這六個字，深刻總結了
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的成功經驗，抓住
了當前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
系存在的突出問題，為這次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指明
了努力方向。
在優化方面，強調科學設置
黨和國家機構、優化職能配
置。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最根本的目的是堅持和加
強黨的全面領導，在這一前提
下處理好黨政關係，打破所謂
的黨政界限，增強黨的領導
力，提高政府執行力。主要有
三個方面的舉措：一是優化黨
的組織機構，確保黨的領導全
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
有力。二是統籌設置黨政機
構。三是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
職能配置。
在協同方面，強調加強相關
機構聯動配合。這次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一個很重要的考
慮，就是要解決部門職責交叉
分散，對機構進行綜合設置，
實現職能有機統一，更好發揮
機構效能和優勢。一是強化綜
合部門的歸口協調職能，二是
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三是
科學設置中央和地方事權。
在高效方面，強調提高各類
組織機構運行的效率效能。這
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涉及
黨政軍群各方面，涉及經濟體

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
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職能劃轉和
機構調整緊密相連，必須在優化機構設置
和職能配置同時，更注重各項改革協同推
進，加強各方面機構配合聯動，使整個機
構職能體系協同聯動、運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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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專家表示，，國務院機構改革給國務院機構改革給
香港各界提供了新合作機遇香港各界提供了新合作機遇。。圖圖
為為1919日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日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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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機構改革機構改革

國家機構改革 為港提供機遇
專家倡特區政府盡快熟悉新機構 尋找新合作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人力資源機構19日公佈最新調查顯

示，大陸涉台「31條」新舉措發佈後，有44.7%的受訪台灣上班族表示

本就有意願「登陸」，31.3%的上班族因大陸釋出利多而增強意願或改變

心意、願赴大陸發展。

惠台「31條」增民眾赴陸工作意願
文化相近薪資佳 成為人才「出走」首選

1111人力銀行當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公佈「上班族海外工作意
願調查」。該調查涉及台灣上班族對大陸
方面《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31條」）發佈後是否提高
赴大陸工作的意願反應，結果如上述表
示。
該調查還顯示，有高達90%的台灣上班

族有意境外發展或曾有境外發展經驗。其主
因，多數受訪者着眼於「薪資條件好」「累
積職場經驗」及「看好當地產業發展」。青
睞的地方則以大陸及港澳、越南、新加坡、
美國或加拿大等為主。

境外工作人均年薪逾110萬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
心總經理李大華分析，大陸與台灣市場聯動
性高、業務往來緊密，語言及文化相對接
近，在可及性的前提下，成為台灣人才「出

走」的首選。
此外，該調查指出，台灣上班族在境外

工作的年薪與在台灣的最後一份工作相
較，有72.4%的境外年薪比在台灣高。正
在境外工作的受訪者平均年薪為112萬元
（新台幣，下同），而想要赴境外工作的
受訪者平均年薪僅62萬元，薪資差距幅度
達80%。
李大華指出，據該機構資料庫顯示，

2018年2月整體境外職缺較去年同期增長
17%。面對日益激烈的人才競爭，境外工作
除薪資條件較佳外，借勢拓展視野、提升能
力、擁有境外經驗等對於個人職業生涯也有
所助益。
該調查時間為今年3月1日至16日，1111
人力銀行針對資料庫中求職會員以電子郵件
方式隨機抽樣、寄送問卷，有效樣本為
1,019份，信心水平95%，誤差值正負3.07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著名作家李
敖18日在台北逝世，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19
日向李敖先生親屬致唁電，對李敖逝世表示哀
悼。
張志軍在唁電中說：驚聞李敖先生辭世，不
勝悲悼，謹向先生親屬致以誠摯慰問。李敖先
生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
作家、文化名人。先生民族情懷深厚，擁護國
家統一，反對「台獨」分裂，弘揚中華文化，
推動兩岸交流並身體力行，令人感佩。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19日向李敖先
生家屬致唁電，表示哀悼。陳德銘在唁電中
說，驚悉李敖先生辭世，不勝哀悼。李敖先生
高才大學，蘊櫝古今，為弘揚中華文化身體力
行；胸懷大義，擁護統一，為促進兩岸交流貢
獻心力。雁遠星沉，風範長存！耑此奉唁，尚
祈家屬節哀順變。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
報道，台灣著
名詩人洛夫19
日凌晨在台北
「榮總」醫院
去世，享年90
歲。
綜合台灣媒
體報道，洛夫
家屬目前僅授
權證實，洛夫於19日因肺部疾病過世，家屬希
望低調並感謝各界關心。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出生於湖南衡陽，
1949年赴台，畢業於台灣淡江大學英文系，曾
在東吳大學執教多年。1954年，他與張默、瘂
弦在台灣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其詩歌意
象繁複，表現手法近乎魔幻，有「詩魔」之
稱，出版了《時間之傷》《因為風的緣故》
《漂木》等大量詩集、散文以及譯作，曾被評
為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之首。
他自評詩歌創作經歷：「小學時代學習背誦
唐詩宋詞等傳統文學經典，青年時代希望有所
突破，因此又學習了大量西方現代主義詩歌，
但是我不久發現它晦澀難懂，又回過頭重新審
視和學習中國傳統的文學經典，流連在『那個
煙雨朦朧的埠頭』，最後完成了從古典到現代
再到古典的昇華。」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洛夫經常返回大陸尋
根、探親、講學、交流、辦展。

民調：近六成人不滿蔡當局

張志軍致唁電悼李敖

詩人洛夫病逝 享壽90

■調查顯示，大陸涉台「31條」新舉措發佈後，31.3%的上班族因大陸釋出利多而增強意願或改變
心意、願赴大陸發展。圖為記者會現場。 中新社

■■洛夫洛夫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民意基
金會19日公佈最新民調顯示，有高達57%的人
不滿意蔡英文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支持「台
獨」者也大幅減少。多位台灣學者認為，該數
據一方面顯示蔡英文當局施政不得人心，另一
方面反映，大陸經濟實力快速發展，特別是2
月28日「31條」惠台措施公佈以來，人心變
化，支持兩岸關係發展的民意在升高，支持
「台獨」的民意在下降。
台灣民意基金會3月11日至13日，針對蔡英

文施政、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統「獨」傾向

的態勢等進行民調，並於19日公佈民調結果。

兩岸關係惡化 施政不得人心
針對上述民調結果變化，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教授張亞中接受訪問時指出，上述民調顯
示，民進黨當局施政不得人心，蔡英文上
台，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處在高
度不穩定狀態。更重要的是，大陸近年發展
非常地迅速，台灣民眾擔心「台獨」主張會
對台灣造成大災難、危機，所以支持「台
獨」的人會明顯下降。

張亞中認為，對於民進黨來說，上述民調
確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民進黨在野時，高
喊「台獨」；不過，民進黨上台，支持「台
獨」的人反而大降。他認為，這是因為民進
黨在野時可以高叫、亂叫「台獨」。可是一
旦上台，施政無能，兩岸關係惡化，施政不
得人心，人們憂慮「台獨」對台灣會造成災
難，所以支持「台獨」的反而在不斷下降。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指出，蔡英文

上台以來，施政無能，民眾對蔡英文處理兩
岸關係表現不滿升高是必然的。特別是近年

大陸經濟越來越好，越來越繁榮，而且2月
28日公佈的「31條」惠台措施，台灣當局
根本無法反對，也反對不了。在這種趨勢
下，兩岸交流會越來越密切，支持主張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人會越來越多，不滿蔡英文
施政的人會上升，而支持「台獨」的則會繼
續下降。
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簽署了「台灣
旅行法」，王曉波指出，現今的兩岸關係不
能樂觀，因為美國在背後挑撥離間、插手干
預，打「台灣牌」對抗大陸。「台灣旅行
法」通過之後，未來兩岸關係會受到衝擊。
總而言之，今年的兩岸關係難以樂觀，在
「台灣旅行法」的衝擊下，很可能會有新的
危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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