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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3月14日电（记者胡瑶） 就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
的2018年度人权报告中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评论，澳门特区政府
14日表示，坚决反对对属于中国内政的澳门特区事务妄加评论。

特区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就美国人权报告回应传媒查询时表
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方针得到成功落实，特区居民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享有的各项
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新华社香港3月15日电（记者郜婕） 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
员公署14日晚回应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的2018年度人权报告时表
示，坚决反对美国借发表有关报告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港
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国中央政府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香港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香港居民各项权利依法得到充分尊
重和保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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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关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梁振英说，他关注的内
容很多，但作为长期居住在香港的特区政府前行政长
官，他更关心直接与香港有关的内容。报告里提到支
持香港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重大机遇，这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梁振英参加了香港特邀界委
员举行的小组讨论。他说，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从各自的经验和专业来谈，主要集中
在如何畅通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去年全国两会后，一系列惠港措施相继出台，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添利好。梁振英认为，一直以
来，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发展，从“十二五”、“十三

五”规划，到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等，对香港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惠港政策
对香港有利，我们要感谢国家。同时我们要用好用足
这些惠港政策，香港自身实现发展，也可以给国家做
贡献。”

青少年看好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连续 3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
年 2月，国家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
国两会上，大湾区同样成为粤港澳代表委员热议焦
点。

梁振英说，我们在香港一天到晚都在探讨大湾
区，探讨怎么发展和建设得更好。确实机遇非常多，
现在连香港青少年也心动了。

梁振英说，香港经济主要是以贸易、金融、专业

服务等为主，而制造业相对比较少。很多香港同学去
看了广东企业，彻底改变了对大湾区内广东城市的看
法。广东大湾区城市的产业很多元，可以朝着很多方
向发展，香港年轻人会有代入感，将来毕业之后，可
以在大湾区就业，实现人生理想。

随 着 香 港 和 内 地 往 来 的 便 利 化 和 广 深 港 高 铁
“ 一 地 两 检 ” 的 实 现 ， 梁 振 英 表 示 ， 现 在 不 仅 是
“一小时生活圈”的概念，由于交通和通关手续越
来越方便，应该也是当天来回、天天来回的概念。

“现在香港社会对大湾区兴趣越来越浓，而且大家
意识到，香港和内地不管是地方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
面、个人层面，合作效果都会非常好。”梁振英说，现
在我们的生活圈越来越大，不仅香港居民是这样，广
东一带很多朋友也会来香港。大家的生活和发展空间
都变大了。

携手内地走向世界

梁振英说，香港是高度国际化城市，可以扮演好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香港本身地方比较小，虽然发
展程度比较高，但力量不可能很大，所以要借助内地
力量和国际力量，三者合力，让各方都能获益。

在梁振英看来，香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
“两制”之利，用好这双重优势，就可以发挥香港所
长，服务国家所需。这个可以充分体现在推进 《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落实上，也可以体现在“一
带一路”建设上。

梁振英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
路’可以在香港有很好的结合。”一年多前，“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和大湾区香港中心在香港成
立，梁振英担任主席。他说，如今不仅香港居民重视
香港在这两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和能够发挥的作用，国
际社会也非常重视。很多国家想借助香港，把握“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的机遇。

去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
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总结了改革开
放以来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主要作用，并
提出 4 点希望。梁振英认为，这个总结很全面、很深
刻，为港澳地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我们全
国政协要学习和落实的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石龙洪）“祖
国和平统一是我们几代人的夙愿，在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离实现梦想越来越
近。”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南平市台联会长陈
建华说。

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
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
台籍代表委员就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统一后
台湾美好愿景、台胞在推进统一进程中应发挥的
作用等，展开热烈讨论，表达热盼祖国和平统一
的共同心声。

陈建华祖籍台湾台东。1946年，她的父亲来
到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留在福建成家。“小时候
就常听父亲讲，台湾的甘蔗很甜，大米好吃，景
色很美，有日月潭、阿里山……”未料想此后两
岸陷入长期隔绝，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她父亲
才得以重返岛内。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入人心，说到我
们台胞的心坎上，引起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统

一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梦想正朝我们走来。”陈
建华说。

“从曾祖父那一代起，我们家就一直在为统一
目标努力，始终相信一定会有两岸统一的一天。”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台联会长许沛说。

许沛的曾祖父许南英是清代台湾33位科举进
士之一。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被迫签订

《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许南英毅然投笔
从戎，统领兵丁扼守台南，抗击日寇入侵。台南
沦陷前一天，他才由部下护送出城，后被迫离
台，悲愤内渡福建。许南英共有六子两女，三子
许赞牂即许沛的祖父，参加了北伐战争；四子许
赞堃又名许地山，以“落华生”为笔名写作了大
量抗日文学作品。

“我出生在有爱国传统的志士家庭，从小听长
辈的爱国故事长大，长辈教我们不要做‘亡国
奴’，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把爱国爱乡的传
统一代代传下去。”许沛说，现在，和平统一为两
岸同胞所期待。统一后，两岸同胞共享国家发展

的机遇和尊荣。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
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
族复兴而终结！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台联会长
符之冠对此深表认同、感触尤深。

1939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岛，随后强征大
量台湾民众入琼进行所谓“开发”，符之冠的外公
就在其中。抗战胜利后，他外公回台探亲。没料到
一走就是数十载，当时符之冠的母亲还不足 3
岁。直到 1993 年，符之冠一家才与台湾亲人互通
音讯。

符之冠说，我们国家曾屡遭侵略，家庭、民
族都遭受创伤。“现在国家强盛了，是时候终结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展望未来，符之冠表示，随着两岸融合发展
不断深入，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会投身到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中来，为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台籍代表委员热盼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离实现梦想越来越近”

走向大湾区 拥抱新生活
——本报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本报记者 张 盼 张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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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香 港 花 卉
展览3月15日在香港维
多利亚公园揭幕，为期
10 天。展览吸引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 家
展商参展，展出约 42
万株花卉。

图为一名摄影师在
拍摄花卉展品。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
作。我们坚信，香港、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一定能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应当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
遇，更好地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一国两制”实践如何在新
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今年全国两会落幕之际，本报“海客两会视
点”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本报北京电（瑞安） 为广大民众就近办理出
入境证件提供便利，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近日发布消息称，在推出24小时出入境自助服务
厅和朝阳、丰台、通州三个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
厅的基础上，再新增西城、石景山两个分局出入
境自助服务厅。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入境24小时自助服
务厅位于西城区新壁街 3 号，24 小时开放；石景
山公安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位于石景山区古城

南里甲 3 号，开放时间为每日 8 时至 24 时。两家
新增的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可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
港澳台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两项服务。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此提示广大民众，
在西城和石景山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普通护照、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
境证件时，可前往自助服务厅领取证件。有办理赴港
澳台旅游签注需求的，须持有效电子往来港澳通行
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就近选择自助服务厅办理。

近年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着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先后推出多项便民措施，最大限度
为申请人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出入境服务。

2017 年 9 月，北京市首家出入境自助服务厅
在通州区设立，开放时间为每日 8时至 24时。该
服务厅运行以来，民众自助办理赴港澳台签注1.3
万件，领取证件11.9万本。

在通州公安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取得良好
效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公安局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在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以及朝阳、丰台两区同
步推出 3 个自助服务厅，形成了首都公安出入境
自助服务初步布局，有效满足了申请人非工作时
间、特别是法定节假日期间办理赴港澳台签注、
领取出入境证件的需求。

提供赴港澳台旅游签注等服务

北京新增两个出入境自助服务厅

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香港
中文大学近日宣布，机械与自动化
工程学系教授卢怡君及研究团队已
研发出安全、高效、长寿的空气电
池，分别以有机材料钾联苯作负
极、氧气作正极，为可再生能源的
储存系统揭开新的一页。

近年来，由碱金属如锂、钠、
钾等跟氧气组成的空气电池因能量
密度高、成本低等优势，赢得业界
关注，但此类电池也存在生命周期
短、空气电极不稳定、金属易燃等
缺点，使二次金属空气电池的研究
停滞不前。

卢怡君表示，团队此次突破材
料限制，以有机材料取代碱金属，

最终成功研发出钾联苯复合氧电
池，其生命周期可高达 3000 次循
环、在高电流密度下的平均库仑效
率超过 99.84%、且有机负极遇上水
或常用的化学溶剂时并不会着火，
大大提升了电池的安全度和稳定性。

她认为，钾联苯复合氧电池是
解决可再生能源供应不稳定的一个
重要方法，带动环保能源的普及使
用，长远替代化石燃料，推动可持
续发展。

据介绍，钾联苯复合氧电池的
材料成本远低于碱金属及锂离子电
池中的过渡金属，并可应用于大规
模的储电系统、中小型充电站及可
再生能源收集等领域。

本报福州电（钟欣） 福建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目前
已累计挂牌台企153家，其中挂牌交
易台企1家、展示台企152家。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经福建省人
民政府批准，于2011年10月在平潭
综合实验区注册成立，2013 年 7 月
正式开业运营，注册资本 2.1 亿元

（人民币，下同）。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台资板”设有展示、股份制改
革、挂牌交易三个子版块，首批百
家台资企业于去年 12 月在“台资
板”鸣锣挂牌。

为更好地服务台资企业，海峡

股权交易中心对接了台湾银行、合
作金库银行、华南商业银行、彰化
商业银行、第一银行、中国信托商
业银行等 6 家在闽台资银行，合作
服务台资企业融资、挂牌、股份制
改造、并购重组、资本运营等。

据了解，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现
已通过提供委托债权投资服务，帮
助福建省上市台资企业实现融资 21
亿元。

此外，为了促进两岸“双创”
工作，海峡股权中心还承办了海峡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据悉，20
个获奖项目将获得平潭雏鹰基金
2500万元股权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