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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澤指具「兩制」地緣優勢 着力大灣區

「十四五」規劃 港大有作為
全國人大會議早前表決通過「十四五」規
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在多個重要領域支
持香港未來發展。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再出
發大聯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昨日聯合主辦
「『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研討
會，其中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國務院港澳辦
前副主任徐澤認為，香港具有「一國兩制」和
地緣優勢，在國家實現「十四五」規劃過程中
必定大有作為。他就未來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
的工作方向提出 3 個建議，包括加強頂層設計
和決策執行；以重點區域建設帶動粵港澳全面
合作；以及着力在重點領域取得突破等。

徐澤又提到，香港在灣區發展上至今已
取得許多實質性進展，而近年的主要
成果在於政策體系逐步形成；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加快實現，當中包括一系列大橋、口
岸、隧道的施工和建成等；以及機制對接取
得突破。

加強頂層設計決策執行
不過，就未來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工
作方向，徐澤提出 3 個建議，其一是加強頂
層設計與決策執行。他解釋，大灣區發展涉
及多個不同層級的權責主體，尤其是兩個特
別行政區的經濟社會制度和司法體系不同，
迄今已有的各級機構還未能真正把統籌協
調、政策落地的工作做實，更做不到內地和
港澳的同步推進，因此要有效解決要素流

通、規則對接等關鍵問題，須明確決定和執
行機制。
其二是要以重點區域建設形成輻射帶
動。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義在於
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因此在綜合性平台
上進行試點非常必要，必須高度重視粵港澳
合作發展平台的建設問題，以項目和問題為
導向，積極破解妨礙要素流動的障礙，深入
推進規則、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創新，引領
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其三是要在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徐澤指
出，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大灣區建設的
核心任務之一，而香港具有科技研發、金融
與物流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可在大灣區內為
產品商業化和商品化貫通中下游的分工合作
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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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家長講座

■ 香港發展最重要的助
力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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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行
政長官梁振英作為是次研討會的主持，他指
出，由於「兩制」差異，以致不少港人與外
國社會都不了解，內地發展現況和規劃，冀
各界關心和重視「十四五」規範定下來的目
標，為自己、香港和國家謀取更大發展。

梁振英籲港設法留科研人才
梁振英指出，「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
到「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因此大眾必須更好地認識
國家大局，掌握新發展機遇。
梁振英又直言，擔心科研人才因為學有
所成但不能學以致用而要轉行，且一流出便
再不回來，所以必須想方設法把他們留在香
港，還要把他們留在科技界。

特首：：查冊制度需保護個人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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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公眾查冊制度需在公開公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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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保護個人私隱之間作出平
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分
階段實施新查冊安排正是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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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前提，防止起底和個人資
料被武器化等問題。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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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會見傳媒時說，政府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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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查閱公共名冊旨在讓有需要
人士檢視個別人士、公司或團
體向政府提交用以申請牌照或
成立公司等登記資料，但同時
必須保障個人私隱，非必要資
料應受保護，不應被公開。

任何人皆無特權

她並稱，社會希望政府從
立法角度研究如何保護個人私
隱，防止起底、在傳媒或網上
發放假消息、散播仇恨言論等
行為，查冊制度正是其中需處
理的一環。她又指，部分查冊
新安排未必涉及重新立法，或
可通過行政方法處理。
被問及當局會否考慮將記
者列為指明人士，容許他們申
請取得受保護資料，林鄭月娥
說，任何人皆無特權，她看不
到為何記者可享特權查閱其他
人不能取閱的資料。

■公司註冊處提供公眾查冊服務
公司註冊處提供公眾查冊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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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楊恩慈獲委首長級薪常會主席

行政長官委任現任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委員龔楊恩慈（圖）為首長級薪常會主席，委任鄭
惠貞、林智遠、林詩棋為委員，並再度委任陳嘉賢為
委員。各人任期兩年，4 月 1 日起生效。
政府對即將退任的首長級薪常會主席彭耀佳、委員
陳鎮仁和施榮恆致以衷心謝意，感謝他們任內作出寶貴
貢獻。首長級薪常會就有關公務員首長級人員的架構和
薪俸及服務條件的事宜，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施政十大事評選今頒獎
由點新聞、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及
《香港仔》等 23 家媒體聯合主辦的「特區
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今日（31 日）
下午將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今屆「2020 年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
評選」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贊助，獎品豐
厚，共設一等獎 2 個，二等獎 5 個，三等
獎 15 個，30 個紀念獎，3 個最踴躍參加學
校獎，1 個「最踴躍參加機構獎」。活動
對幫助政府了解民生所需、社會訴求發揮
了積極的作用。

至於十件大事評選結果包括，1.香港
國安立法保障社會安定。2.全港市民明年
免費接種新冠病毒疫苗。3.政府改革通識
科 教師不得宣揚「港獨」或違法意識。4.
動用超過 3,000 億保就業紓民困。5.公務員
須宣誓或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6.鼓勵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創業就業。
7.推出民生政策扶助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
8.政府依法 DQ4 名提名無效立法會議員。
9.因應疫情影響延期舉行立法會選舉。10.
疫情期間協助滯留內地及國外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