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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穗晤李希馬興瑞 商加 對接合作

特首：攜手廣東高質建設灣區
▲

林鄭月娥在與廣東省官員會談中表示，期望在香港進一步控制
疫情後，逐步及有序地恢復粵港兩地人員免檢疫往來

▲林鄭月娥昨到訪廣州，與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等官員商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
事宜，並感謝廣東省在疫情期間一直支持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展開在粵行程，她上午在廣州與廣東
省委書記李希及省長馬興瑞等會面，商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事宜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對未來充滿信心，將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
，抓住 「十四五」 規劃編製的有力契機，與廣東進一步加強工作
對接，攜手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斷深化貿易投資、科技
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民生、青少年交流交往等領域合作，
實 現優 勢 互補 、共 贏發 展。
大公報記者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在會談中表示，
今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廣東視察
，親自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
祝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並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為做好廣東工作指明了前進
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粵港澳合
作，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保持港澳長
期繁榮穩定提出明確要求。廣東將認真
貫徹落實總書記、黨中央決策部署，堅
決維護 「一國兩制」 大局，堅決擁護和
全力配合落實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堅
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強化科技創新合作，協同推出更多造
福粵港澳大灣區居民的政策措施，進一
步加強青少年交流交往，持續做好疫情
聯防聯控工作，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增進民生福祉，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做出廣東貢獻。

冀疫情受控盡快恢復通關
林鄭月娥在會面中感謝廣東省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一直支持香港，包括配
合落實在各口岸實施的防疫措施，早前
來港支援香港進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
檢測人員也有很大部分來自廣東。她期
望在香港進一步控制疫情後，可以盡快
開始逐步及有序地恢復粵港兩地人員免
檢疫往來。
林鄭月娥表示，她對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前景充滿信心，因為香港具備獨
特的優勢，而粵港兩地有長期的合作基
礎；中央也先後公布了多項支持大灣區

用好前海河套 發揮引擎功能

深港強強聯手打造雙城經濟

盧靜怡、黃寶儀
發展的政策措施，不少已經落實，包括
便利香港居民特別是青年人在大灣區就
業、升學和生活的措施。她說，在北京
與中央部委領導討論中央支持香港經濟
的措施，部分需與廣東配合實施，期望
兩地政府共同努力，為大灣區及國家的
發展作出貢獻。另外，國家日前已公布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
標的建議，當中提到要高質量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她期望兩地政府共同為此作
出努力，為大灣區及國家的發展作出貢
獻。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廣東省領
導林克慶、張福海等參加了會見。
另外，林鄭月娥昨接受央視訪問表
示，希望中央進一步支持金融方面的互
聯互通，支持香港國際機場的發展，尤
其是疫情之後香港經濟受到打擊。現時
香港在嚴控疫情上有一定的成效，但仍
可加大力度。她說，已經跟衞健委匯報
香港的抗疫工作，希望給予衞健委跟內
地朋友更大信心，令之後的 「通關」 較
為順利。

鞏固親如兄弟關係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指出，深圳
不會忘懷香港40年來在資金、人才、
技術、管理等多方面給予的巨大支持
。深圳全市上下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準
確貫徹 「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始終
堅持學習香港、依託香港、服務香港

▲中央便利港青在大灣區就業、升學和
生活的政策措施，需與廣東配合實施

林鄭昨到訪
深圳，表示將
繼續推動港深
更高水平的合
作。圖為林鄭
與深圳市委書
記王偉中握手

▲

【大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
道：11月7號下午，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到訪深圳，並與深圳市委
書記王偉中、市長陳如桂進行會晤。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將繼續推動港深
更高水平的合作，希望雙方充分發揮
各自優勢，便利各類要素自由流通，
攜手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強強聯
手打造 「雙城經濟」 。
在座談會上，林鄭月娥對深圳經
濟特區建立40年來改革發展事業取得
的成就表示祝賀。她說，香港和深圳
山水相連、親如兄弟，過去40年來，
兩地在政府以及商界、貿易、物流、
專業服務、青年交流等方面建立了全
面合作關係。香港將抓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重大機遇，把握 「十四五」 規
劃編製及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實施
綜合改革試點等契機，推動港深更高
水平的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希望雙方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便利
各類要素自由流通，攜手打造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強強聯手打造 「雙城經
濟」 ，共同發揮引擎功能，加強青少
年交流交往，共增兩地民生福祉，為
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貢獻更大力
量。

，着力做強大灣區深港這一極，不斷
鞏固深港 「親如兄弟」 般關係，全力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更
好發展。

促進兩地青少年交流
王偉中表示，希望雙方繼續加強
兩地在口岸建設、科技創新、現代服
務業、教育醫療、社會民生、疫情聯
防聯控等領域的務實合作，提升市場
一體化水平，用好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等重要平台，促進深港青少年廣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攜手深入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這是林鄭月娥今年內第三次到訪
深圳。第一次是在8月26日，林鄭月
娥在深圳出席蓮塘口岸開通儀式後，
還專程考察了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建設發展情況。第二次到深圳
，是林鄭月娥於10月14日出席深圳經
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正是在

這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深港合
作作出了新的指示，特別提及，深圳
要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作用，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改革開放，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
林鄭月娥近日在香港禮賓府接受
深圳衛視記者的專訪時特別提到，在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和深圳是兩個最
緊密的城市，有超過8萬家香港企業
在深圳發展。香港樂於看到深圳的快
速發展，同時也期待攜手帶動整個大
灣區的發展。在深圳經濟特區40年的
發展中，香港是積極參與者、貢獻者
，也是受惠者。如今深圳已成為全球
知名科創城市，下一階段港深合作應
該朝着 「新經濟」 這個方向發展。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官員李家超、陳帆、陳
肇始、薛永恆、曾國衞、許正宇、陳
國基，深圳市領導高自民、黃敏、艾
學峰參加了座談。

特首京粵四日行程會談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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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領導

深圳市領導

•支持香港企業在國

• 香港與深圳正全力推進河套地區

• 希望香港國際

• 期望繼續支持香

•希望能盡快逐

• 希望中央能進一步支持

• 期望能在香港

•希望與深圳探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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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建設，並探
討在深圳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內進一步深化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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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與大灣區
內的機場加強
合作，並於區
內擴展貨物及
旅客的多式聯
運

港金融業的發展
，包括在香港推
出更多金融產品
及擴大各項互聯
互通計劃的涵蓋
範圍

步有序恢復內
地與香港的跨
境人流，以滿
足兩地居民及
經濟活動的需
要

鄭若驊：推動法律科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為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國
際法律樞紐的一個里程碑，並鞏固了香
港的法治基礎。她表示，儘管香港仍然
受疫情影響，令香港法律周的體育爭議
解決會議及調解會議必須改為網上舉行
，但會議的反應十分踴躍。同時，因為
不再受場地或地域所規限，網上舉行的
會議也讓律政司有機會接觸到更多身處
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參與者。
鄭若驊指出，疫情的出現凸顯了

科技的重要性及優異之處，為配合全
球趨勢，律政司會繼續善用科技提升
工作效率。她強調，律政司亦會致力
在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方
面推動法律科技，把握國家發展的機
遇，積極參與國家 「十四五」 規劃，
助力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
造 「一帶一路」 功能平台，投身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以融入國家發展的大
局為目標。

進一步控制疫
情後，可以盡
快開始逐步及
有序地恢復粵
港兩地人員免
檢疫往來

推動創科、吸引人
才、改善居民生活
、促進生產要素流
動等方面進一步合
作的空間，推動更
高水平港深合作

林鄭明赴澳 出席國際科創論壇
國
▲際科技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
的新聞發布會上月在廣州舉行

【大公報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
出現凸顯了科技的重要性及優異之處
，律政司會致力推動法律科技，把握
國家發展的機遇，積極參與國家「十
四五」規劃。
鄭若驊在網誌中提及，今年的香港
法律周與香港法律樞紐開幕禮及 「願景
2030 ─ 聚焦法治」 啟動儀式在11月2
日同時舉行，標誌着律政司提升香港作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和國
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建
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
便利生產要素在大灣區
自由流通的措施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九日下午前赴澳門，出席翌
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
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開幕式，並
將在開幕式上致辭。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薛永恆和行政長官辦公室
主任陳國基將會隨行。林鄭月娥
十日下午返港。在她離港期間，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署理行政長
官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