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要聞

★

★★

40年

經濟特區

責任編輯：何夢真

社

2020年10月13日

評

井水集

完善施政報告有何不可？

深圳大發展 香港新機遇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之
際，中央出台新的重大改革開放舉措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
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年）》前日公布，標誌着深
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
上推進改革開放，意義非凡。深圳迎
來大發展，意味着香港迎來新機遇。
香港各界應齊心協力，充分利用好政
策優勢，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內外發展環境也經歷着深刻變化。
中央出台的新政策，是新時代推進深
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又一重大舉措，
也是創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
更是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宣
示，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實施方案包括八部分、二十七項
目標任務要求，圍繞六大領域提出一
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包括：完善要素
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打造市場化法
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完善科技創新
環境制度，完善高水準開放型經濟體

制，完善民生服務供給體制，完善生
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等。並明
確要求，到2022年，各方面制度建設
取得重要進展，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
廣的重大制度成果；到2025年，重要
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標誌性成果
，基本完成試點改革任務，為全國制
度建設作出重要示範。
可以看到，這是一攬子綜合授權
改革方案，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
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為深圳的
總體發展開創了無限可能，堪稱是中
央贈與深圳的 「大禮包」 。可以預期
，站在過去四十年發展成就基礎上，
有了新的政策支持，深圳的未來無可
限量。
深圳的機遇，實際上也是香港的
機遇。深港合作，從來都是 「雙贏」
局面。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作為國家
對外窗口，不斷向包括深圳在內的內
地城市輸送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
通過貿易、投資等多種形式為改革開
放提供重要動力。在此過程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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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好地把握住了發展機遇，轉型成
為內地連接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建
立和鞏固了香港的國際金融、商貿、
物流、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可以說
，深圳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香港的
作用；而香港既是改革開放的巨大貢
獻者，也是最大的受惠者。深圳獲得
重大優惠政策，對香港同樣是好消息
。香港完全可以發揮 「近水樓台」 的
先天優勢，積極利用過去數十年建立
起來的良好合作機制，共同開拓，攜
手並進。
歷史在不斷前行，抓住機遇才能
贏得未來。 「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 的公布，既是對深圳的重大利好，
也是對香港的重大利好。在國家推進
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機遇之下
，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背景之
下，香港的未來機遇處處，前途一片
光明。香港社會須看清發展形勢，減
少無益的虛耗內鬥，抓緊難得機會，
齊心協力，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
，共同書寫發展新篇章！

探索土地管理制度

原定本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將延
至十一月底發表。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延期是希望施政報告中能包含
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做法完全符合
香港的公共利益。
事實上，這份將被進一步充實、
完善的施政報告，絕對值得香港人再
等一等。
新冠疫情百年一遇，香港百業凋
敝，市民生活困頓。為了戰勝疫情及
讓香港社會運作盡快重回正軌，林鄭
梳理了一系列措施，請求中央考慮
及支持。由於有關措施涉及方方面
面，涵蓋經濟與民生議題，包括大
灣區、金融、創科發展和航空業，並
非單一部委可以決定，部分措施需要
特首親自赴京與不同部委協調商討。
特首到北京就支持香港發展的措施多
溝通和交流，有利於中央更好地幫助
香港發展。
由中央出手，幫助香港解決本身
難以處理的問題，正是 「一國兩制」
的優勢所在。中央為香港提供醫療物

資及支持香港實施大規模社區檢測，
都是典型的例子。香港要走出經濟困
境同樣離不開中央支持，單說重新通
關一項，就需要香港與內地充分溝通
協調。
必須指出的是，延期發表施政報
告並不會影響特區政府的運作，施政
如常推進。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
示，他理解林鄭需要到北京商討政策
，對延期的決定表示尊重。由於立法
會有大量議程被積壓，立法會周三如
常復會。
香港攬炒派為抹黑 「一國兩制」
，攻擊延期發表施政報告是 「遷就」
、 「讓步」 、 「自我矮化」 云云，純
屬無稽之談。事實上，何時發表施政
報告，由特首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以
往施政報告曾在一月份發表，林鄭上
任後改為十月中旬，目的是配合立法
會的新會期，可見發表時間非一成不
變。如今因為請求中央支持香港發展
經濟而延期，有何
不可？
龍眠山

為進一步改革開放攻堅探路

中央賦深圳更多省級管理權
大公報記者
《實施方案》中提出，要求國家發改
委會同有關方面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權事項
清單，依法依規賦予深圳相關管理權限，
廣東省要積極為深圳開展綜合改革試點創
造條件，加大行政審批、科技創新、規劃
管理等方面放權力度，依法依規賦予深圳
更多省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學者：去掉各種條條框框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研究院院
長鄭永年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表示，深圳
經濟特區經過40年的發展， 「中央給予政
策紅利的年代已經過去，實際上特區早已
不特。」 是次中央給予深圳的綜合試點改
革，是消除了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 「
去掉各種條條框框，相當於負面清單。」
除了省級管理權之外，深圳亦被賦予
更多自主權。深圳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
心主任吳思康表示，中央賦予深圳綜合改
革試點新使命，政策含金量很高，力度也
非常大，幾乎一句話就是一條政策。中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
達認為，《實施方案》的出台意義重大，
是新時代推動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重大
舉措，標誌着深圳經濟特區新時代新征程
的開啟。
眾所周知，深圳管理的常住人口超過
了2000萬，而土地又十分有限， 「人」 「
地」 矛盾長期突出進一步加劇了深圳房價
上漲的動力。是次《實施方案》特別提出
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支持深圳
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將國務院可

毛麗娟、黃仰鵬深圳報道
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
建設用地審批事項委託深圳市政府批准。
第一太平戴維斯華南區市場研究部主
管及董事謝靖宇分析，深圳市政府被賦予
更寬鬆的決策權，旨在讓深圳更開放自主
地開展和探索綜合改革試點。為盤活土地
資源，緩解供需矛盾，深圳政府或將提供
更創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對土地空間做更
靈活的調整，該政策亦為深圳籌劃中的十
四五規劃作奠基。

推進二三產業混合用地
《實施方案》同時提及支持深圳在符
合國土空間規劃要求的前提下，推進二三
產業混合用地。謝靖宇認為，隨着深圳第
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佔據比例逐
漸提升，該政策目的是為了對第三產業提
供更多元化的發展載體，同時提高二三產
業之間的協作性，使得城市土地利用率提
高，做大做強城市的產業經濟。
與其他一線城市相比，深圳住宅供需
矛盾尤其突出，而住宅價格對民生和吸引
人才有深遠影響。《實施方案》提及支持
盤活利用存量工業用地，探索解決規劃調
整、土地供應、歷史遺留用地等問題。謝
靖宇表示，深圳市政府已對外公布加大住
房用地及住房供應的2020年度計劃，由今
年的土地拍賣市場可見住宅用地供應明顯
較往年增加。綜合來看，這些均已表明政
府增加未來住宅用地供應的決心。該方案
是這一願景的催化劑，且對城市更新、土
地規劃等政府相關工作起到了支撐作用。

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
• 按程序賦予深圳在幹部和機構管理、統籌

使用各類編製資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權

• 探索擴大辦學自主權。探索擴大在深高等

學校辦學自主權

•按程序賦予深圳佔用林地省級審核權限
•按程序賦予省級電視劇審查等管理權限
▲深圳完善技術成果轉化制度。圖
為觀眾在第二十一屆高交會上了解
耳機產品
資料圖片

• 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

長期使用權、成果評價等方面先行先試

記者毛麗娟整理

深圳省級管理權限一覽

深圳新使命

《
▲實施方案》支持深圳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
索。圖為工人在位於深圳西北部的光明科學城啟動
區項目工地作業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 會 主 義 先 行 示 範 區 綜 合 改 革 試 點 實 施 方 案 （2020-2025 年 ） 》 （ 以
下簡稱《實施方案》），文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賦予深圳更多經濟
社 會 省 級 管 理 權 。 《 實 施 方 案 》 中 4 次 提 及 賦 予 深 圳 更 多 自 主 權 ， 56
次提到 「改革」 一詞，體現出中央對深圳寄予的殷切希望，未來深
圳的 「先行先試」 將為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攻堅探路。《實施方案
》特別提出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支持
深 圳在 土 地管 理制 度 上深 化 探索 。

•行政審批
•科技創新
•規劃管理
•綜合監管
•涉外機構
•組織管理

記者毛麗娟整理

擴辦學自主權 利港高校進軍深圳
【大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
道：《實施方案》中提出，探索擴大
在深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支持深圳
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高水平
中外合作辦學，賦予深圳對企業博士
後科研工作站分站的設立和撤銷權限
。專家學者認為，這是賦予深圳辦學
更大自主權，利於香港高校赴深辦學
輸送國際優質人才，香港人才未來在
深圳先行示範區將大有可為，前景無
所限量。
近幾年，港深人才互動交流越來
越多。香港大學醫院在深圳設立分院
，香港中文大學在深圳建設分校區。
國家層面也在重視賦予港澳居民的內
地市民待遇，比如前年港澳居民就可
以憑藉內地居住證享受大部分城市公

共服務。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需要大量
人才，香港高校及人才北上發展大有
可為，前景無所限量。」 香港公開大
學校長黃玉山表示，香港應該抓住這
個機遇，加強兩地合作。香港科技大
學副校長葉玉如也認為，深圳建設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第一屆本科
生畢業典禮
網絡圖片

行示範區，中央賦予深圳教育辦學更
大自主權，對香港高校和人才是個難
得的機遇，赴深發展空間廣闊，兩地
攜手一定可以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
為國際創科中心。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還需
『補短板、闢新域』 。」 中國科學院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樊建平直言
，目前深圳在高等教育領域存在短板
，此次中央出台的《實施方案》，賦予
深圳辦學更大自主權，有助於培養建
設高水平一流學校，共同參與科研創
新和學術研究。樊建平說，相信經過
10至20年的發展，深圳可以彙集和
湧現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科研機構
，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發展的原動力甚
至直接就是實驗室經濟的市場主體。

完善生態環境治理 擬管制入海排污口
【大公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道
：《實施方案》明確支持深圳完善生
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推動完
善陸海統籌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修復
機制，實行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
度，探索建立入海排污口分類管理制
度。
「潛愛大鵬」 作為全國最大的潛
水員公益組織，成立6年來致力於珊
瑚保育和改善深圳海域的環境。該組
織理事長白小刺表示，深圳有條件建
立海水通透度的預報體制，在海洋環
境治理方面先行示範。同時，希望能
看到更多公益訴訟的快捷渠道，以及
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政府背
景的產業引導基金應向生態保育方面

有所傾斜。
正如《實施方案》中提到的 「推
動完善陸海統籌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修復機制」 ，白小刺認為，海洋生態
環境的保護離不開陸地污染源頭的控
制，陸地污染源不能以海洋作為歸宿
地。 「必須要陸海統籌，作為一個整
體來考慮，才有意義。」
白小刺表示，先行示範的意思就
是要做出表率，做出制度創新，海洋
和藍天一樣，也有海洋裏的pm10，
這些影響海水通透度的小顆粒與陸地
輸入的氮磷元素息息相關。 「我們能
不能像統計藍天率一樣來統計一下海
水的能見度，把海水能見度作為天氣
預報裏的一個數據，作為環保考核的

一個因素，像治理大氣霧霾一樣來治
理海洋裏的霧霾。深圳如果能建立起
海水通透度的預報體制，就是一個海
洋環境治理的一個先行示範。」

▲《實施方案》明確支持深圳完善
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圖
為建設中的前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