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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前海管理局） 了解到，截至 4 月底，深圳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注册港资企业已有 4494 家，港企注册资本
达到 3889 亿元；前海合作区已出让土地中，港企获
得近一半用地面积。

由前海管理局主办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开发开放座谈会”16日在香港举行。前海蛇口自贸
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等，向香
港工商界、专业界人士介绍了合作区深港合作最新成
果以及前海惠港利港最新政策。

前海经济目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注册企业实现增加值1416.19亿元，同比增
长39.0%；完成税收收入269.33亿元，同比增长54.8%。

近年来，前海在多个方面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为
港企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据悉，截至 4 月底，港企在前
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平均注册资本达8650万元，是区内
其他企业的 1.4倍。2016年，区内港企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60.11亿元，占41.2%；纳税85.35亿元，占31.7%。

前海合作区目前已出让经营性用地 28 宗，总用
地面积 69.1 公顷，总建筑面积 495.2 万平方米，其
中，港企取得土地面积 33.5公顷，占 48.4%，建筑面
积约248.2万平方米，占50.1%。

此外，前海对香港建筑服务业企业和专业人士开

放了前海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服务，积极鼓励香港专业
人士到前海合作区参与前海建设。目前，共引进了28
家香港建筑业服务机构，合同金额约为6.26亿元。

为降低港企进入内地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前海
管理局与香港交易所发起设立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促
进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与国际有效联通。前海还积极拓
展人才空间，打通深港人才双向流动通道，注册税务
师、会计师等 10 多类香港专业人士
可在前海执业。

据前海管理局介绍，作为国内
首个深港合作国际化青年创新创业
社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右图）
2017年第一季度引入15支香港创业
团队。截至 4 月底，梦工场共孵化香
港创业团队 87支、澳门项目 1支。在
进驻前海的 187 项目中，有 80 多个
项目团队获得天使轮、A轮甚至C轮
融资，单个企业获得最高投资额度
为7亿元人民币。

在座谈会上，前海管理局分别
与香港贸易发展局、阿布扎比国际
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监管局签订合作
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前海作为香港

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
“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的角色。

前海咨询委员会委员、香
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恒
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李
慧敏，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
国） 有限公司中国区副主席龚
永德，梁黄顾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高级经理、前海项目负责人刘晓冬及香港青年专业
联盟秘书长、学学科技创始人陈升等，在座谈会上分
享港人港企在前海的发展情况。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香港中联办经济
部、广东省政府港澳办及深圳市政府港澳办负责人出
席座谈会，超过200家港资企业代表参会。

（据新华社香港电）

“台独”政党“时代力量”最近在台湾
成立所谓的“关注香港民主联机”组织，
香港3名反对派议员和“占中”分子头目黄
之锋等人到场站台。“台独”和“港独”已
有好几年勾搭史，这次难兄难弟相见，彼
此各怀心酸，日子又落拓了几分。

早在 2013 年，香港“占中”闹剧开始之
前，意色扬扬的“港独”分子，就专程赴台向

“台独”老大哥取经学习“大型抗争活动的经
验”。其时岛内正是蓝消绿长之势，绿营极端
势力也在积蓄力量、蠢蠢欲动。

一场“占中”闹剧，让东方之珠蒙
尘，也让善良的人们看破“港独”分子居
心。“占中”头子很快褪去光环，黄之锋等
人如过街老鼠，在街头屡遭呵斥掌掴。灰
头土脸之余，只能频频赴台，找“台独”
分子抱团取暖。今年1月份，黄之锋及香港
立法会议员朱凯廸等人两度赴台，出席

“时代力量”和民进党举办的活动，结果在
桃园机场遭到抗议者追打。彼时黄之锋在
港已经被定罪，宣誓就职时辱国的香港候
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也已被褫夺议员资
格。执政刚半年的民进党，则还沉浸在凌
迟政敌的快意中，以“维持现状”蒙蔽世
人，自我感觉良好。不过，很快岛内民意
翻转，民进党执政高开低走。

6 月，黄之锋之流再次抵台时口风已
变，辩称自己并不主张“港独”。民进党执
政困境已经凸显，“发夹弯”一再自我打
脸，社会抗议连绵不断，连深绿政客都赧
颜抛出“亲中爱台”烟雾弹，以图掩饰路
线之失。作为“小绿”的“时代力量”，尚
有余暇对“港独”下指导棋，美其名曰

“关注香港民主”。
随后，台湾与巴拿马“断交”当头一

棒，民进党两岸政策之谬大白于天下，绿
营束手无策，“独”派唯有发扬阿 Q 精神，
安慰自己“‘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少
了，台湾的‘邦交国’就出现了”。曾经的
诡辩能手，竟然连自圆其说都不能了，窘
态无以复加。

一对难兄难弟，同做着分裂中国的虚
妄迷梦，因为明知前路不通，所以更需牵手壮胆。短短几年间，

“台独”与“港独”从得志猖狂到凄凄惶惶，由野心勃勃到人人喊
打，机关算尽只换来落魄难堪。

两“独”走到今天这般田地，都学会了
收敛行迹借壳上市，但也都没有放弃困兽之
斗。然而不管如何，“台独”和“港独”逆历
史潮流而动，挑战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利
益，最终不会有好下场。泥菩萨牵手过江，
逃不过没顶之灾。

“我对香港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乐观的。
过去 30年，如果说内地的改革开放是香港发展的一只

‘翅膀’，那么香港现在拥有第二只‘翅膀’，那就是大
湾区。”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前夕，行政长官梁振英在
官邸接受了中央媒体的集体采访。

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作为香港回归的亲历者，身为专业人士的梁振英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便积极参与回归工作，并曾担任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
任委员等职务，见证了基本法的起草、香港回归前过
渡期的风雨历程、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

关于回归 20 年来、尤其是近 5 年来“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梁振英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是成功的。其原因在于，一是构思本身是科学、务
实的。二是在落实“一国两制”过程中，中央对香港
各方面倾注大量心血，把这个有高度创造性、科学的
共识，通过基本法的条文加以落实。

梁振英说，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
实不走样、不变形，主要是要严格按照基本法来办
事。“这要求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界别，各类工作人
员都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
仅是要认识基本法的条文，同时要理解条文背后的初
衷和原意。”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无论由协
商还是选举产生，都需要由中央政府任命。梁振英
说，特区行政长官作为中国一个地方政府的首长，拥
有比其他国家地方政府首长更大的权力。“因为除了地
方民主授权外，还有中央的授权。”虽然基本法条文中
并未详尽说明上述道理，但这是基本法立法的原意。

“所以，我们在香港就不能仅谈行政长官民主选举而不
谈中央授权、中央任命。”

对香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在谈到香港回归 20年来的“变与不变”时，梁振
英说：“我们不变的是‘一国两制’，基本法也没有
变。变的是香港社会不断地发展，香港经济不断地发
展。香港在全国当中、在国家不断高速发展的情况

下，功能和作用也不断地变。我
们自己也应该主动地去调整，使
香港能不断地为国家发展作出贡
献。”

梁振英在采访中向记者们展
示涵盖粤港澳地区的华南地区卫
星地图，并详加解说。“整个粤港澳
大湾区有6600多万人口，是国家很
重要的城市群，而且从经济结构各
方面来看，互补性很强。大湾区的
城市，对香港来说，会是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很大的空间。”

在梁振英看来，香港未来发
展的另一个机遇是受国际社会广
泛支持的“一带一路”倡议。香
港 企 业 一 方 面 可 以 和 内 地 企 业

“拼船出海”，另一方面也可引进
外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合
作项目进入内地。内地企业在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国 际 竞 争 力 很
强，而香港企业在世界各地管理基础设施的能力得到
高度认可，双方可以合作互补。香港要把握好“一带
一路”“大湾区”这两个重大机遇，“我对香港未来社
会经济发展非常乐观，充满信心。”

“我经常说，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之利、‘两
制’之便，有‘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过去正由于
此，我们是‘超级联系人’，在贸易和资金流通方面，
可以联系好国内和国外。最近几年我们做了新的尝
试，在创新科技方面，我们发现也证明了，香港也可
以利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便利，联系国内
外，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梁振英说。

看好年轻人在香港和国家发展前景

关于如何总结过去5年的施政，梁振英说，自己在
2012年7月就任特首时提出四个施政重点，也是香港面
对的“老大难”问题、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房
屋、贫穷、老年社会、环保问题。5年下来，应该说这
四个方面“都有了些进展”。

梁振英认为，香港房价高、租金贵，最大的原因
就是供应跟不上。特区政府过去5年通过重新规划和开

辟土地，来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应。他预计，未来三
四年公共房屋的供应量将比 5 年前他上任的时候增加
50%。在扶贫、安老方面，本届特区政府设立了香港历
史上第一条官方贫困线。据统计，特区政府今年在社
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5年前增加了71%。

“有没有遗憾？当然有。”梁振英认为主要在于
“有些没有完成的，或者是进度比原来想象中慢的工
作”。除了比较突出的房屋问题外，梁振英曾提出成立
创新及科技局和文化局。但由于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
员“拉布”（以冗长辩论等方式瘫痪议事），创科局在
2015年底姗姗来迟，文化局至今未能成立。

不久后，梁振英将卸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回
答此刻希望对香港青年说些什么时，梁振英称：“年轻
人是我们的未来，香港的年轻人是优秀的。如果可以
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另一个人生命的话，我愿意与香港
任何一位年轻人换。这说明我认为他们在香港社会、
在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景非常美好。当然我们还要尽最
大的努力在各个方面给他们提供机会，把他们栽培
好。新一代的香港人、中国人是很值得羡慕的。”即将
实现向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转换的梁振英说，自己责
无旁贷，要把新工作做好。

为国家新需要贡献香港新特长
——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今年7月1日，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20年来，“一国
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更上层楼，与内地交流合作
日益密切，东方之珠风采依然。

本报从即日起推出“紫荆绽放·人物专访”专栏，以香港回归亲历
者、发展见证者的讲述，回顾“一国两制”实践的不平凡历程，总结香港
回归20年发展成就，展望香港充满活力、更加美好的明天。

梁振英对照卫星地图，讲解大湾区发展前景。

紫荆绽放
人物专访

开栏的话

逾四千家港企进驻前海
累计注册资本超3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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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第六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
在厦门举行，论坛为50对两岸新人举行集体婚
礼。

图为来自台湾的嘉宾在厦门举行的两岸美
丽新人集体婚礼上与一对新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畅） 澳门特区政府 16日
举办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座谈会，邀请
社会各界人士听取政府代表介绍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的主要内容，并征询社会各界意见。

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高展鸿表示，特区政府已草
拟了关于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的初步建
议，主要围绕两大角色、三个定位、八项重点开展工
作，并计划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其中“两大角色”包括：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促
进“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发挥
澳门独特优势，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合
作纽带。

“三个定位”方面，除了“一中心、一平台”（世
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 外，根据社会反映的意见，认为澳门拥有悠久的
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应该发挥澳门的优势所在，将
澳门打造成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

“八项重点领域”包括：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合
作纽带；多方合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推动共建
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内澳门居民的
同等待遇；推进人文交流，促进文化繁荣；推进双向
合作，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就业，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
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积极应用前沿技术
培育创新生态系统，支持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在
澳门的发展；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宣传推介。

据新华社台北 6月 18日电 （记者查文晔、章利
新） 云南青年骑手金永刚日前抵达台湾，开始其“铁
马环球行”自行车环球骑行活动的最后一站。台湾段
行程预计为15天，将为他的全球骑行画上句点。

从 2015 年 4 月开始，金永刚先后骑自行车途经亚
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27国，行
程40000多公里，于今年5月初抵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城
市乌斯怀亚而结束海外行程。

金永刚 1981 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自小喜欢户外活
动。“2000年，我在昆明结识了台湾探险家徐海鹏和陈守
忠，被他们执著追求梦想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自己也许
下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心愿。”金永刚说，在两位台湾探
险家前辈的言传身教下，从2003年开始，他先后单人重
装骑行西藏、新疆及东南亚各国，积累了不少经验。

2013 年，金永刚在昆明组建了云南燕子自行车运
动俱乐部，随后即率领7名俱乐部队员来台环岛骑行。

“这是我第二次来台湾，一个是感谢台湾的师父，也见
见老朋友。另外，台湾是祖国美丽的宝岛，我想多了
解这块土地。”

回忆起在世界各地骑行的日子，金永刚说，除了部
分路段有俱乐部队员陪同骑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
独自骑行在路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高温、非洲的疟疾、
阿拉斯加的巨蚊叮咬、秘鲁的荒漠、玻利维亚的高山反
应，这些困难对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但克服之后也成
为他宝贵的人生经历。回到昆明后，他准备走入高校举
办讲座，与青年学子一起分享他的骑行经历。

澳门参与大湾区建设
拟着力于八大重点领域

云南小伙环球骑行抵台云南小伙环球骑行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