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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文報業協會考察團昨
日抵達香港，繼續粵港澳大灣區
考察行程，先後與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以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特派員謝鋒會面。林鄭月娥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盡享 「
天時地利人和」 ，不但有中央大
力支持、交通基建的支援，各城
市間亦能優勢互補，合作協調。
她坦言目前政府在推廣大灣區上
，屢因政治問題遭部分反對派 「
污名化」 ，強調當局會考慮多舉
辦考察團，又會採取 「做得多談
得少」 原則，通過實際政策讓市
民了解大灣區機遇，融入灣區建
設。

林鄭：推實政融入灣區建設
盡享天時地利人和 惟擔心被別有用心者抹黑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與
朝鮮領袖金正恩日前在新加坡舉行首腦會談，備受國
際關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昨日與考
察團會面時亦提到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相信中
國方案、中國智慧和鍥而不捨的中國努力，將繼續為
半島和平穩定搭橋鋪路，做出積極貢獻。

謝鋒表示，朝美對立半個多世紀後，兩國領導人
日前終於坐在一起對話並發表了聯合聲明，這是推動
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政治解決進程取得的重要進展，中
方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 「我們希望並支持朝美雙方
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推進後續協商，進一
步鞏固和擴大成果，使政治解決半島問題成為可持續

、不可逆的進程。」

半島問題朝「雙軌並進」思路邁進
謝鋒提出三個堅持，表示中國一直在半島問題上

努力不懈，包括始終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
半島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歷史
反覆證明，中國的主張尊重各方關切和利益，當前半
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正沿着中方提出的 「雙軌並進」
思路方向邁進。

他相信，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鍥而不捨的中國
努力，將繼續為半島和平穩定搭橋鋪路，做出積極貢
獻。

謝鋒：中方三個堅持助朝美落實共識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於昨日會面上提到，香港正積極開拓與東盟
關係，即將於泰國開設第三個東盟的經貿辦。她
強調，香港在與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東盟各國合
作優勢明顯，必須要把 「一國兩制」，以及香港
品牌優勢用好，吸引東盟的企業到香港上市。

港爭取加入RCEP
昨日的會面，有不少華文媒體都關注香港與

東盟及東南亞國家的聯繫，認為香港作為非常好
的國際平台，必須發揮功能，協助大灣區面向海
外，才能打造成世界級灣區，同時建立起香港在
灣區的獨特地位。

林鄭月娥對此表示認同，指過去一段日子，

因為香港對內地發展的需求大，的確沒有花很大
精力開拓東盟關係上。

她說自己外訪時，不少東盟沿線國家對合作
的反應都是非常積極。她認為，香港擁有高度自
治優勢，不但可在海外成立經貿辦，更有機會參
與國際峰會， 「這是一般內地城市沒有的，所以
我們必須要把優勢用得好，香港亦很願意擔當聯
繫角色。」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籌備在泰國開設第三
個東盟國家的經貿辦事處，又希望進一步爭取加
入RCEP，加強在東盟方面工作。她強調現時在
港上市的東盟企業非常少，希望未來能用好香港
品牌，吸引東盟企業來港上市、融資，以及加強
專業服務等領域合作。

泰設第三個經貿辦 吸東盟企業港上市

【大公報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為 「9+
2」城市帶來龐大機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如果現在香港年輕人願意到大灣區發展的話，
會為他們向上流動帶來不少機遇，但最大的問題
是要先排除部分港青 「抗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心理障礙，讓他們不斷去了解體驗內地發展。

林鄭月娥認為，如果香港年輕人願意到大灣
區發展的話是有很多機會的，所以政府一直努力
，通過每年安排交流實習，希望讓港青多了解內
地，看到機遇。她以前海深港設計中心為例，指
該中心可讓香港設計師於該地創業，跟內地設計
師一同去開拓市場；又說如有年輕人希望發展
animation（動畫事業），也可以到橫琴創意產業
基地發展。但最大的問題是要先排除部分港青 「

抗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心理障礙，讓他們不
斷去了解體驗內地發展。

綠化創科工作出色
林鄭月娥又提到上月訪問廣州，指該地市容

、綠化工作都做得很好，更是非常現代化的城市
，創科工作出色，對港青吸引力大， 「如天河區
的青年創業服務中心裏，就有很多港青落戶創業
。」

她希望，高鐵香港段開通後可多與廣州合作
發展， 「廣州有一個很大的南沙區，未來可否有
更多香港企業落戶於該處，包括醫院，大學，國
際學校等，不同內地城市有不同的合作範圍與項
目，都是很重要及令人期待的。」

上流機遇多 勉港青體驗大灣區發展

大灣區機遇
大公報記者 李 淇（文）

曾慶威（圖）

▲林鄭月娥（中）於會面中向考察團提到大灣區的建設具備 「天時、地利、人和」 ，對香港青年而言是向上流的大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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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行政立法關係

•政府與立法會關
係很重要，若沒
有立法會配合，
很多法案都會很
難推動，我希望
保持一個良好互
動的行政立法關
係。

大灣區發展的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要大灣區成功推行沒有中央大力支持是不夠，
要國際化發展，必需要中央推出突破性政策。

•地利：要融合發展聯繫非常重要，高鐵香港段的開通
將拉近我們（大灣區城市）的距離，也連繫了
國家高鐵網絡。

•人和：大灣區要成功，必須各城市緊密聯繫推動灣區
建設，優勢互補，互諒互讓。這方面要靠關心
大灣區的愛國愛港人士的聯繫組織灣區團結。

大灣區的阻礙

•最大問題是香港有部分人對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對香港跟內地有更緊密關係，還是有一
個抗拒的心理。現時政府在大灣區推展中，
基本上是 「做得多談得少」 ，不必要讓大灣
區被污名化。

•政治問題是令人擔心的，有人稱以後只有灣
區人、灣區抹殺香港本土文化等，這完全不
是事實，亦對我們發展有很大的阻礙。

對灣區期望

•希望海外華人能
了解粵港澳大灣
區的重要性，吸
引紐約、三藩市
灣區的海外人才
到大灣區發展，
以他們的經驗建
設灣區。

▲考察團到訪駐港特派員公署 ▲謝鋒提到中方對朝美首腦會談表示歡迎和支持

眾所周知，特首林鄭月娥是出了名的
「特區鐵娘子」，但她到底有多 「鐵」？

在昨日她與世界中文報業協會考察團會面
，已可見一斑。林鄭月娥昨早與考察團大

談大灣區的願景，逾一小時的會面中，林太從未拿出
一篇稿 「照稿讀」，對大灣區以致東盟的各種數據更
是倒背如流，可見其對香港以及周邊地區的了解非常
充分。

不但對港的政策非常熟書，林鄭月娥上任不足一

年時間，行程已經常滿檔，光是外訪行程已多達22次
。她昨早與考察團會面後，立即趕到立法會接受議員
質詢，晚上出席活動後更隨即乘夜機飛到歐洲三國，
考察當地的科研機構，推廣香港的創新科技。

這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的行程，亦是她的日常行
程。有人說，林鄭月娥每月兩次到立法會，經常出席
外訪是增加自己工作量。不過，她選擇犧牲與家人相
處的時間，為了香港發展，以及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付
出最大心力，難道不值得敬重？

◀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考察團昨日
抵港，與林鄭月
娥會面

特首為港日理萬機

林鄭月娥於會面中向考察團提到香港對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願景，指大灣區的建設具備
「天時、地利、人和」。大灣區的概念原來是一

個珠三角的發展，近年直接提升到國家政策的層
面，現在在中央的層次，已體現了國家對大灣區
的重視，讓往後出台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的推展作
用。

不少泛民議員認同灣區潛力
另外，若香港要融入大灣區發展，聯繫非常

重要，如港珠澳大橋能把香港與廣東西部連繫起
來，蓮塘香園圍口岸的開通亦能讓港深做到東進
東出，西進西出的便捷。她特別指出，在高鐵開
通後，大灣區將打造成一小時生活圈的布局，高
鐵沿站如虎門、福田，以及未來的南沙站亦極具
發展潛力，不但連繫了整個國家高鐵網絡，也拉
近港人與大灣區發展的距離。

林鄭月娥坦言，現在比較擔心的是政治問題
，香港有部分人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香港跟
內地有更緊密關係有抗拒心理，甚至有部分 「泛
民」抹黑稱以後只會有 「灣區人」、發展大灣區
會抹煞香港本土文化等。她強調這完全不是事實
，亦對香港有很大的阻礙，因此今年安排了40多

位立法會議員到大灣區考察，當中不少泛民議員
也不得不認同大灣區是很有潛力，反批香港落後
，認為考察是好事，政府未來也希望組織更多考
察團。

「做多談少」免被「污名化」
林鄭月娥表明，現時政府在大灣區推展中基

本上是 「做得多談得少」，談的時候主要是出席
大灣區研討會、有關大灣區的社會活動上，其他
則無需要太高調的談，以免大灣區發展被別有用
心的人 「污名化」。

談到對大灣區展望，林鄭月娥亦希望海外華
人能夠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性。尤其是紐約
、加州灣區的華人，指大灣區未來希望吸引來自
硅谷的人才，以他們的經驗建設大灣區，也希望
在大灣區設立著名大學的分校，吸引一些海外人
才到灣區發展。

另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質詢環節時
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後，三地政府商討
合作，如果需要中央的政策配合，她會連同廣東
省省長馬興瑞和澳門特首崔世安向中央爭取，又
認為三地可討論在灣區電訊服務豁免漫遊費，她
說目前已經有電訊商推出類似計劃。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世界中文報業協會
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昨日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參觀公署的國家外交歷史圖片展，以及與特派員謝鋒
會面。

謝鋒於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時總結了中國近期的外
交工作，強調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積極作為促進
世界穩定和平發展。而涉港外交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
組成部分，未來公署將繼續為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砥礪前行作出新貢獻。

謝鋒表示，十九大後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也進入新時期，呈現出兩條主線，包括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推動構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貿易戰損世界經濟穩定
謝鋒又總結了上半年的外交成果，指出在以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外交
開拓進取、積極作為。首先，今年四月習近平於博鰲
亞洲論壇2018中發表講話，宣布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
越開越大，展示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胸襟、視野
和擔當。

其次，在近月中美貿易磋商中，中國亦展示了剛
柔並濟的外交，既堅持原則、維護國家利益，又秉持
善意、爭取雙贏。謝鋒強調中美是世界目前兩大經濟
體，打貿易戰只會損害兩國民眾利益，也會影響世界
經濟穩定。

續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貢獻
此外，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成功閉幕，以及今年四

月底習近平主席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舉行非正式會
晤，就國際格局和雙邊關係深入交流等，都發出 「同
呼吸、共命運」的時代強音，為完善全球治理積極貢
獻 「上合智慧」；以及親誠惠容穩定周邊，開拓了新
時代中國周邊外交的新政策。

謝鋒認為，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
，人類面臨很多共同挑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任重道
遠。涉港外交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署一直
堅持做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定守護者，做
特區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進者，做香港同胞海外合
法權益的忠實維護者，強調未來公署將繼續為 「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砥礪前行作出新
貢獻。

聽特派員講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