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公布的 「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港澳部分的內容再次獨立成
章。草案亦於港澳專章中加入支持港澳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
主、促進和諧」 ，並提及支持港澳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有全國政協
委員認為，香港未來應以經濟發展為重心， 「十三五」 規劃清楚描繪了
香港在 「一帶一路」 和國家未來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港人應放下爭
拗，把握機遇從而突破困境。

大公報記者 文軒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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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推進民主 促進和諧

十三五規劃港澳再列專章

【大公報訊】記者石璐杉、朱晉科、文軒、唐剛強北京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代表國務院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
作報告。報告涉及港澳的內容提及： 「我們將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這是政府工
作報告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首次以 「全面準確」貫徹方針，替代
往年 「堅定不移」的表述。這一轉變引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委員和傳媒的熱議。多位港區代表和委員認為，中央會嚴格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強調 「一國」的重要性，糾正 「一國兩制」在落實過程

中出現的一些偏差。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結尾部分提到港澳問題時指出，我們將全面

準確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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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
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促進港澳提升
自身競爭力。我們相信，香港、澳門一定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基本法被曲解 中央便要提醒
去年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時強調，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
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四日在會見港澳地區政協委員時指出，這是中央對 「一國
兩制」方針的最新概括，是指導今後港澳工作的重要指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指，香港確實有人曲解香港基本法
、不願意落實香港基本法，尤其是部分有法律知識的人這樣講，社會
上就會有人誤以為真，所以中央便要提醒。她又指，特區政府及一些
民間團體未來都要向市民多宣傳香港基本法，不應給予空間讓人曲解
或誤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說
，過去從事多年有關香港基本法工作，發現中央一直都無全面運用香

港基本法賦予的權力，香港市民也沒有全面理解基本法內容。她指出
，港人對基本法的認識偏向 「兩制」，不太全面理解 「一國」，令到
特區政府常在政制改革及釋法等問題上，遇上很多不必要的爭拗，因
此中央希望香港社會能多了解 「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示，中央對 「一國兩制」
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同時港人亦有責任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和 「
一國兩制」。問及以往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認識是否足夠，唐英年
說，每一件事都總會有不斷認識和完善的機會。

強調國家重要性 糾正偏差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表示，

香港很多人對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片面或有偏差，尤其是經
過政改，可以看到基本法被人有意無意地曲解的情況嚴重。他說，此
時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全面準確」，對大家是一種提醒。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早在政改爭
議期間，中央已講過香港有些人對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作另類詮釋
，將香港當成獨立的政治實體，否定中央的權力，減少兩地接觸，目
前更出現本土分離主義，對 「一國兩制」的落實更加不利，絕非中央
希望見到的事，所以中央在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的同時，亦希
望突顯 「一國兩制」的原意，強調國家的重要性，以糾正香港出現的
一些偏差。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昨日在
北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
報告，並提交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內容縮為兩節篇幅增加
繼 「十二五」規劃之後， 「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再次把港澳發展列為專章。
與上次相比，是次專章的內容由三節縮為
兩節，但篇幅卻有所增加。

專章內容開篇重申 「全面準確貫徹 『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及基
本法辦事」，亦表明要 「發揮港澳獨特優
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的地位和功能」。

除此之外，專章中亦加入了支持港澳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

和諧」的內容。
專章在第一節 「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

爭力」中重申，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
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並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
產業，以及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支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專章第二節 「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

更是首次明確提及 「一帶一路」，提出 「
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 『一帶一路
』建設，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
勢，通過多種方式走出去」。

此外，專章亦十分貼近香港的發展狀
況，香港創科局去年11月成立，專章便提
出 「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
」；香港近年對中小企及青年發展問題有
更多關注，專章則表明， 「支持港澳中小
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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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意見

有部分人突出「兩制」，無視「一國」，
需予以糾正

基本法不能代替憲法，兩者並非平起
平坐

突出未來的發展重心應重回經濟

沒有提到旅遊，不影響中央對香港的
支持

指出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扮
演的重要角色

希望香港把握機遇，配合國家發展

創科日益受到國家的重視

中央重視香港的青年問題

港澳專章章節： 「十三五」 規劃草案中的第五十四章（包含兩節）； 「十二五」 規劃中的第五十七章（包含三節）

周波冀一地兩檢盡快談妥

「十三五」規劃草案與 「十二五」規劃中的港澳專章對比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北京報道：廣
深港高鐵能否 「一地兩檢」關係到高鐵的
經濟效益，港澳辦副主任周波表示，香港
與內地政府正在商討有關安排，期望盡快
談妥。

周波昨日在北京被問及高鐵 「一地兩
檢」的情況時說： 「大家都希望快點，現
在特區的有關部門跟中央有關的部門正在
商量，正在談這些事情。」至於 「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沒有提及支持港澳旅遊業
，周波認為，內地與港澳居民來往很正常
，大家都在鼓勵。

在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
耀棠則指，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及
北京至香港的高鐵線，相信是中央有信心
能夠實現到 「一地兩檢」。

身兼九倉首席顧問的全國政協常委吳
光正表示，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和政
府工作報告，講述了很多如何利用香港優
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地位和功
能。他亦不認為 「十三五」規劃中沒有提
及支持港澳旅遊業有其他意思，指大家想
得太多。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朱晉科北
京報道：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的港澳專章中，加入支持港澳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推展民主、促進和諧。多
名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認為，香港社會因政治爭拗停
滯不前，有必要重新集中精力於經濟發
展之上，並着力維護社會的穩定，而 「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則為香港未來發
展指明了方向。

從規劃中找到大量機遇
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用 「關鍵時刻」來形容國家 「十三五
」規劃為香港所帶來的機遇，認為規劃
在新經濟常態下相當關鍵，香港將可以
從規劃中找到大量機遇。他又指，雖然
發展經濟十分重要，但強調只發展經濟
並不足夠： 「發展不只講經濟，發展不
論是經濟、社會、民生都要發展。」

針對香港日益突出的青年問題，全

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
表示，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特別
提及支持香港青年到內地創業，令許多
委員都有同感， 「我們希望香港的青少
年能夠多回內地看看，認識國家的歷史
，了解現時的發展，眼光可以放得更長
遠」。

勿再因爭拗停滯不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會

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強調社會和諧對香
港發展的重要性。他認同特區政府在過
程中有一定困難，又指從違法 「佔中」
及旺角暴亂事件中，均可見社會上有激
進人士，有其他勢力影響也是事實，認
為香港人要好好珍惜和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指出，中
央向來支持香港的發展，但由於現存不
少深層次的矛盾，又有外國干預的因素
，令香港的發展步伐停滯不前。港人有
必要重新審視問題的根源所在，否則只

會愈走愈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不

論在政府工作報告，抑或 「十三五」規
劃綱要草案，都特別提及對香港的定位
和支持，並提及會適時推行 「深港通」
。他相信只要特區政府和各界認真配合
，必定可以抓緊發展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認為，國
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表明了國家
將向第三產業發展，並清楚指出了香港
未來應在國家發展中扮演對外和對內的
橋樑角色，並鼓勵香港發展相關產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明敏表示， 「
一帶一路」是國家重點發展的目標，現
在國家的發展條件成熟， 「十三五」規
劃綱要草案又特別加強了港澳的特色，
並要求為國家的 「一帶一路」作出努力
，方向是很清晰的。他認為，香港社會
不能繼續因政治爭拗停滯不前，應抓住
國家發展的機遇，為自身的發展尋找突
破口。

代表委員：為港未來指明方向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列席大會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前左）在主席台上 新華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於人大開幕前在人民大會堂前合照留念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攝

▲部分全國政協常委在人民大會堂廣東廳閱讀政府工作報告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