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開
幕式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北京與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主要談話內容圍繞
本港基本建設，包括港珠澳大橋、機場第
三條跑道和廣深港高鐵等涉及海陸空的多
方面建設。梁振英強調，基建對香港的競
爭力，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都非常重要
，希望港人能齊心把握機遇，減少時間和
金錢的虛耗。

與王光亞會面 多方面需國家支持

特首：基建提升港競爭力

梁冀與京深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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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文軒北京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北京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北京與深圳
市委書記馬興瑞和深圳市市長許勤會
面，強調港深合作是兩地人民的共同
盼望，兩地多年來互相配合和支持，
希望未來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梁振英前日抵達北京，將列席星
期六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
議開幕式，並拜訪中央部委。他昨早

與馬興瑞和許勤會面。
雙方談及創新科技的合作時，梁

振英表示，國家重視創新科技，而香
港亦重視與深圳以及外國在這方面的
合作，希望香港能做好超級連繫人的
角色。

馬興瑞則表示，兩地合作有良好
基礎，希望未來向更高層次推進。

【大公報訊】記者孫琳北京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上午拜訪中國
科技部，與部長萬鋼商討兩地科創合
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亦參與
會面。楊偉雄會後接受傳媒採訪時表
示，今次會面收穫很多，科技部將設
立平台讓香港創客有更多機會參與內
地創新發展，尤其在廣東地區。

在會面中，萬鋼首先對梁振英任
內第二次到訪表示歡迎，他稱讚梁振
英上任以來十分重視香港科技的發展
，尤其是在促進兩地科技合作、創新
發展方面。他說兩地合作已走過12個
年頭，起到了重要的機制保障作用，
在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家科技計劃、
構建國家重點實驗室，特別是在支持

兩地的青年人才創新創業等方面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萬鋼指出，他發現內地有很多適
合香港青年人創新創業的機遇，社會
對創新也有很高的關注。這次主要希
望了解下一步如何發展，如何落實好
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以及如
何推動雙方青年人的創業創新。萬鋼
還說，這次科技部特別提出了一項支
持青年人的行動計劃。

梁振英回應說，香港創新及科技
局成立已三個半月，在創新科技方面
的工作受到重視和支持，萬鋼部長在
訪港期間就創新及科技給了香港很多
建議，整個香港社會也有良好的創新
氛圍。

梁振英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創新
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昨日在
京出席了多場會面活動。梁振英一行上午先與深圳
市委書記馬興瑞和深圳市市長許勤會晤，之後再到
訪科技部，與部長萬鋼會面；下午則到港澳辦與王
光亞會面。

議員不能議而不決
梁振英於下午的會面後在下榻的酒店會見傳媒

。他表示，與王光亞主要談及香港的基本建設，認
為很多方面都需要國家支持、內地省市的配合，包
括港珠澳大橋、第三條跑道、高鐵等，強調海陸空
這三個工程對香港日後的發展都非常重要， 「我們
這些基本建設發展得好，對香港人日後的事業發展
空間確實是一個提升和擴大作用。」

對於立法會 「拉布」對香港基建發展的影響，
梁振英表示，基建對香港政府的競爭力，對香港社
會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都非常重要，議員雖然有
表達觀點的權利，但最後應該投票表決，而不能議
而不決，「這是立法會議員工作上的責任和態度」。

而被問及是否與王光亞談及旺角騷亂，以及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結果等問題，梁振英說，相信中央
官員對香港的重大事件，會不失時機地表達意見。

重視青少年工作
此外，梁振英亦回應了全國政協報告中提到要

加強港澳青少年工作。他說，任何社會都應重視青
少年工作，今屆政府上任後，教育方面有許多舉措
，由幼稚園至大學，亦涉及教席問題。至於校外的
青少年活動，政府一直支持及鼓勵團體多舉辦活動
，讓青少年了解國家和世界，擴闊視野。他坦承，
不能講工作是十全十美，但政府對任何改進意見都
願意聆聽，希望大家一起做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則表示，前日與
發改委官員會晤時，就 「十三五」規劃香港部分討
論細節，相信內地本月公布該規劃之時，會完全採
納香港提出的意見，內容對工商界、專業人士及市
民都會有很多正面信息。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指，與科技部部長萬
鋼會面時，討論到建立平台，讓香港青年創業家有
更多機會參與內地創新創業，享受資源。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他帶同多個建築及工
程相關的專業團體拜訪多個部委，討論香港專業人
士在內地開業及發展空間，建築及工程相關專業人
士如何參與內地基建項目，以及國家援助外國的工
程項目，相關部委肯定香港提供的工程監理服務，
歡迎探討香港可更全面及廣泛提供一條龍式服務。

科技部將設平台助港創客

◀科技部部長萬鋼（左二）會見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右一）一行
大公報記者孫琳攝

▲梁振英（右三）昨日早上在北京與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左三
）和深圳市市長許勤（左二）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梁振英（右二）昨日下午在北京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
左二）會面 中通社

港珠澳大橋 高鐵香港段 三跑道系統

●全長接近50公里的
跨海大橋、離岸人
工島及海底隧道，
連接香港大嶼山、
澳門半島和廣東省
珠海市，預計2018
年竣工。大橋將大
幅縮減往來三地車
程，達至香港、珠
海、澳門三地 「一
小時生活圈」 。

●總站設於西九龍柯
士甸站及九龍站之
間，不設中途站伸
延到深圳，連接高
鐵內地段，日後由
香港至深圳福田僅
需14分鐘。造價最
新估算為844.2億
元，但由於反對派
在立法會 「拉布」
以致仍未批出追加
撥款，恐會於本月
底停工。

●在現有機場島以北
填海約650公頃，
建造面積約相當於
34個維多利亞公園
的人工島，興建面
積超過28萬平方米
的新跑道客運廊、
57個停機位，以及
興建一條全長3800
米的跑道。項目耗
資共約1415億元，
預計2023年落成。

海陸空三工程

俞正聲政協大會對港講話有針對性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昨天下午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包括香港委員在內的全國二
千多位委員出席了會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
會上作了工作報告，在 「認真做好凝心聚力工作
」 部分着重提到了港澳工作。

俞正聲有關港澳的講話主要強調兩點：一是
要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
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二是要及時向港澳委員通報內地經濟社
會發展情況，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的力度，組
織青年社團代表到內地進行體驗式學習考察，讓
他們親身感受國家發展成就，增強國家意識。

兩點內容，從字面看，可以說並無什麼 「新
意」 ，但觀諸特區今日情勢變化，這些 「老話」
已被賦予了新的背景和內容，更應該引起新的理
解和重視。俞正聲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又豈
會是空穴來風？

事實是，相關講話可以概括為一個意思，就
是加強 「一國」 、堅持 「兩制」 。

俞正聲在講話中提出，在港澳工作中要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香港特區要嚴格按照基
本法辦事，這是已經眾所周知和無人會提出異議

的，就是最 「對抗」 的人也知道，基本法其實是
對港人、對 「兩制」 的最有力保障。年前政改之
役，有激進勢力曾提出要修改基本法有關普選條
文， 「資深反對派」 立即期期以為不可，因為基
本法某種程度上就等於是 「兩制」 的 「護身符」
，動搖基本法，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

事實是，一部基本法，是全面、準確、完整
闡述 「一國兩制」 的，文本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
條就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 ， 「一國」 精神絕對是貫徹始終的
。但近年反對派和亂港傳媒慣用的伎倆之一，就
是刻意扭曲基本法的條文原意，把基本法說成是
只講 「兩制」 、不談 「一國」 ，只要中央就港澳
事務一說話，他們就要 「群起攻之」 ，大嚷什麼
「違反基本法」 和 「干預」 。這難道是事實麼？

更有甚者，年前特區政改，全國人大常委會
公布 「八．三一」 決定，規定了特區普選的一系
列做法，這是 「人大」 根據國家憲法行使的權力
，但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或出於不解、或出於
對抗，竟說特區普選與全國人大無關。此種對 「
一國」 、對國家憲法的無知與不尊重，又豈是 「
一國兩制」 的本義和可以容忍的？

更有甚者，在一小部分激進青年及別有用心
者的煽惑下，打着 「本土」 旗號的分離主義以至
「港獨」 思想近年開始在年輕一代中抬頭，他們

提出 「港人特首港人選」 ，侈言 「港人是一個民
族」 、 「香港從來都不是中國一部分」 ，甚至公
然提出要 「建國建軍」 ，並且以 「勇武」 違法暴
力為手段，在港人社會已經形成了一股危險的對
抗力量，大年初一晚的旺角暴亂，就是 「本土民
主前線」 違法亂港的 「代表作」 。

事實是，在眼前反對派刻意歪曲基本法、鼓
吹只要 「兩制」 不要 「一國」 ，和 「本土」 分離
主義冒起、 「港獨」 猖獗的情況下，俞正聲在全
國政協大會上強調港澳事務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絕對是有針對性和及時、必要的。憲
法是國家之本，任何地方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是憲法這一 「母
法」 下的 「子法」 ，都必須遵循、守護國家憲法
而不得違反或僭越之。

在香港特區，片面強調 「兩制」 而淡化 「一
國」 ，刻意突出基本法而無視國家憲法，都是錯
誤和不可以被接受的。眼前港人社會存在的所謂
「對抗」 問題，根源都在於此一錯誤思想，長遠

而言只會導致香港的實力和影響力日漸低落，當
國家正在全力制訂 「十三五」 規劃和推動 「一帶
一路」 之際，特首梁振英在 「施政報告」 中提出
要更好融入國家 「十三五」 規劃和抓住 「一帶一
路」 機遇，竟會遭到反對派的揶揄和圍攻，此種
「自絕於全國」 的錯誤主張，只會令本港陷入 「

萬劫不復」 之地，更絕非港人社會之福。
未來特區政府，在加強基本法宣傳教育的同

時，更必須同時加強對國家憲法的宣傳和推介，
其中，特別是對青少年學生，光要求學基本法並
不足夠，還必須要求學一點國家憲法，以提高對
國民身份、責任的認識和認同。

這裏面，俞正聲昨天在政協工作報告中提出
的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的力度，組織以港澳政
協委員為主導的青年社團代表到內地進行體驗式
學習考察，讓他們親身感受國家發展成就和增強
國家意識，就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正是 「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要逐步加強本港青少年的
國家民族觀念，提高他們對所謂 「本土主義」 錯
誤思想的鑑別能力，不至於把挖路掟磚的暴亂違
法行徑視作 「英雄」 ，到內地去 「行萬里路」 應
該是一個值得提倡的和有效、可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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