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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晤商務部科技部民航局 商中央挺港措施

林鄭冀港企進一步把握內地商機

特首與商務部部長鍾山會面
【大公報訊】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展開北京的訪問行程
，分別與國家商務部
、科學技術部（科技
部）及民用航空局（
民航局）領導會面，
討論中央支持香港經
濟 發展 的 措施 。

特首訪京

昨日早上，林鄭月娥與商務部部長鍾山
會面。林鄭月娥感謝商務部一直支持香港，
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全國抗疫物資
供應緊張之際，商務部仍照顧香港的需要，
大大紓緩了香港在物資上面對的壓力。她指
出，受美國的單邊措施及疫情等因素影響，
香港不少從事外貿的企業面對壓力，因此希
望商務部支持香港企業，在國家推進以國內
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
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把握內地市場的商機
。就此，她說超過240家香港企業在商務部
的支持下積極參與第三屆的中國國際進口博

特首與科技部部長王志剛會面
覽會，較往年增加兩成。

研深化深港科創合作
林鄭月娥下午與科技部部長王志剛會面
。林鄭月娥感謝科技部對特區創科發展的大
力支持，包括在2018年已與特區政府簽署
合作安排和協議，並成功落實科研經費過境
、推出 「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 等，為
香港創科發展注入動力。隨着國家科技實力
和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她相信香港會從與內
地的合作中進一步受惠，亦有信心憑藉香港
的獨特優勢，可對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特別

特首與民航局局長馮正霖會面

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
面。她指香港與深圳在創科合作上大有可為
，兩地正全力推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的建設，探討在深圳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內進一步深化合作，期望科技部給予支持
。她知悉科技部牽頭處理新冠疫苗的研發事
宜，表示香港正積極透過不同途徑採購疫苗
，希望繼續與科技部就有關事宜保持聯繫。

助灣區提升國際競爭力
林鄭月娥下午亦與民航局局長馮正霖會
面。林鄭月娥對民航局一直以來對香港航空

服務及香港國際機場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表示感謝，包括在去年二月與香港簽訂備忘
錄，進一步擴大內地及香港之間的航空服務
。她說新冠肺炎疫情令航空業大受打擊，但
香港會保留實力，以期在民航局支持下，繼
續致力鞏固提升其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希
望在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中擔當
重要角色，為大灣區的客流和貨流帶來新發
展機遇和動力，提升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
其中，她說希望香港國際機場與大灣區內的
機場加強合作，並在區內擴展貨物及旅客的
多式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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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界：十四五規劃建議 為港創造經濟增長點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周宇報
道：《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 「十四五」 規劃建議）近
日發布，香港社會對其中勾畫的發展藍圖
高度關注。本港各界紛紛表示，香港具備
許多競爭優勢，但正如過去數十年的經驗
證明，要發揮好這些競爭優勢，始終離不
開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十四五」 規
劃建議繼續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不僅會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亦有助帶動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過去國家為此已提供諸多政策配套
，下一步香港要把發展規劃落到實處。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
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 為香
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是國際大都
市，具有金融體制成熟，專業人才儲備雄
厚等競爭優勢。在 「十四五」 時期，香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些競爭優勢就
能進一步鞏固提升。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
表示，對 「十四五」 規劃建議繼續支持香
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感到鼓舞，相信
不僅會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亦有
助帶動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而內地多地均有成功經驗可借鑒。香港
有多所具國際競爭力的大學，科研能力水
平高並培育不少科技人才，同時特區政府
亦大力支持科技初創企業發展及提供相關
平台，加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提供
融資配套，香港將來大有可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香
港一直以來具備廣泛的國際聯繫，並在內
地與國際之間扮演「聯繫人」的角色，「十
四五」規劃建議支持港澳同各國各地區開
展交流合作，有利於香港鞏固這一優勢，
而要發揮好這一優勢，亦離不開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
香港中華廠商會副會長盧金榮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在 「十三五」 時期剛剛提
出，到 「十四五」 時期開局之時已有諸多
政策配套和較明確的發展路向，其中最重

要的主題之一就是各地優勢互補，例如 「
十四五」 規劃建議提到支持特區鞏固提升
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實現
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而科技成果從研發
誕生到轉化應用的產業鏈就可在大灣區內
實現，香港在其中亦可發揮金融、法律等
專業服務長處，為這一目標出力的同時，
提升自我及多元發展，希望未來區內加強
專業資格互認。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公共政策
研究院院長黃元山指出，香港建設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有助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
，例如再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除了
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實現基礎科研成果轉
化應用，香港將來可打造銜接國際科研生
態圈與內地科研生態圈的平台，從而吸引
更多人才來港發展及藉助香港打入內地，
而這些人才不只是局限於現時香港已達到
世界級的科研領域，更要朝跨界別、跨地
域及更多、更密集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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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辦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 「十四五」 規劃及2035年遠景
目標建議近日公布，工聯會昨日召
開記者會，向中央政府提出多項建
議，當中包括以 「粵港澳大灣區共
同家園」 理念，全方位推動中華歷
史文化交流，讓香港更深入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工聯會計劃對此在
2021年全國 「兩會」 會議上正式
提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
長吳秋北在會上指出，香港經過逾
百年的殖民管治和教育，許多港人
特別是青少年對國家歷史、中華文
化和國情的認識、了解不足，以致
香港近年 「本土」 、 「港獨」 思潮
乘虛而入，不利於人心回歸。他又
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逐步安
穩，應正視深層次問題。

增強港人國家意識

兩
維護兩落實 鞏固提升港優勢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周宇、曾
卓鋒報道： 「十四五」 規劃建議在港澳部
分提出兩個 「維護」 與兩個 「落實」 ，即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有立
法會議員表示，這一表述繼國安法之後，
再一次為香港帶來定海神針的積極效應，
有利鞏固提升香港優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國家安
全得不到保障，社會難以保持穩定，經濟

民生難以發展。香港要將維護國家安全落
到實處，不讓香港淪為別有用心的外國勢
力的棋子，否則會危害繁榮穩定。對於 「
十四五」 規劃建議提出 「增強港澳同胞國
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蔡毅表示，要讓香
港青年多去內地看一看，消除誤解，發掘
人生更多可能性。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指出， 「十四五」 規劃建議強調兩個
「維護」 與兩個 「落實」 ，體現中央關心
香港、希望為香港發展進一步掃清障礙及
鞏固穩定的發展環境，展現出中央在 「一
國兩制」 下對香港的責任擔當。繼國安法

之後，這一表述再一次為香港帶來定海神
針的積極效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認為，為讓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中央一直提供多方政策支
持，若香港繼續蹉跎歲月、黑暴無休止搞
違法暴力，恐怕連內地發展的尾班車都趕
不上，競爭力無從提升，國際聯繫地位亦
會喪失。他歡迎 「十四五」 規劃建議提到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
」 ，相信會持續有助港人參與大灣區建設
、提升自我，但前提是 「十四五」 規劃建
議提到的兩個 「維護」 與兩個 「落實」 。

全國政協常委、工聯會榮譽會
長林淑儀表示，港、澳特區因近代
歷史而受到西方價值觀影響，社會
相對國際化，與灣區內的其他城市
形成文化差異，令三地市民未能形
成 「共同家園」 的觀念，或會阻礙
灣區的融合發展。她認為，港人需
要增強國家意識、身份認同、認識
歷史及傳承文化，從而對 「一國兩

制」 和內地體制有正確的理解和認
知。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理事長
黃國認為，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
的交流和發展以經濟產業合作等事
務性質為主，在中華歷史文化長河
中的傳承、同宗同源的認同方面有
所欠缺，粵港澳在文化和歷史方面
的交流不足，共同推廣更為缺乏。
他希望中央通過舉辦巡迴展覽、編
寫歷史教科書等方式，全面講述香
港與內地的歷史淵源，令港青抓住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說，
「十四五」 規劃提出的 「國內國際
雙循環」 的格局，並且在歷史文化
方面也要做好 「內循環」 的交流，
讓經濟建設與文化軟實力相輔相成
。對於大灣區而言，有規劃和系統
地宣揚中華文化、形成更好的歷史
文化共同體，有利於凝聚人心，也
是融合發展的基礎。
工聯會共向中央政府提出四項
建議，其餘包括在香港開展國民、
國情及國家安全三方面教育；擔當
「文化灣區」 推手，籌辦 「9+2」
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以及內地
出版社向特區政府提供教材編寫參
考，讓學生對國家歷史及發展有更
準確的認知。

工聯會建言
•在香港開展國民教育、國情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增強抵禦煽動與蠱
惑的底氣。
•中央以 「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 理念作為凝聚，全方位推動中華歷
史文化交流，讓香港更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由中央擔當 「文化灣區」 推手，籌辦9+2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

•內地出版社向特區政府提供教材編寫參考，讓學生對國家歷史及發展
有更準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