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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建聯 2014年兩會關注議題的回應或跟進情況 

2015.2.23 

 議題 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進一步跟進 

1 制定港

人返回

內地定

居入戶

的具體

辦法 

1. 制定香港居民申請返回內

地定居的具體辦法，容許

香港居民申請返回內地定

居入戶； 

2. 在審批時，應考慮人道因

素和經濟因素； 

3. 另外，香港居民獲批返回

內地定居入戶，原則上應

享當地戶籍居民同等待

遇，權利與義務相同。 

1. 公安部同意香港居民返回內地

定居入戶難的問題確實存在，

原因是現行法律政策不完善。 

2. 公安部正起草《中國公民往來

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管理條

例（草案）》，內容包括解決

港澳居民來內地定居問題。 

3. 我們會繼續提出要求，希望當

局盡快完成立法，制定相關辦

法。 

2 取消往

來兩地

車輛駕

駛者每

年體檢

規定 簡

化審批

程序 

1. 建議檢驗檢疫部門取消往

來兩地車輛駕駛者必須每

年體檢的規定。 

2. 將《粵港澳機動車輛往來

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

書》的有效期由一年延長

到兩年；在香港設立一站

式跨境車輛管理機構，統

合處理涉及上述《通知

書》、駕駛證、車輛登記

證、車輛年檢的手續，和

涉及海關管理與檢驗檢疫

的手續。 

1. 廣東省政府答覆，出入境駕駛

員年度體檢是由於《中人民共

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實施細

則》的法定要求。 

2. 我們本年將在兩會要求對《實

施細則》作出補充規定或說

明，免除往來港澳與內地之間

車輛駕駛者須持有相關健康證

明的要求。 

3. 我們也將繼續要求簡化審批程

序，減省海關每年驗車的手

續。 

3 將國際

海事公

約適用

於香港

特區 

《1976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

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政府在 2005年參照該

公約的《1996年議定書》，修

訂了本地法例，旨在提高海事

意外中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

賠償上限，以保障受害人的權

益。但有關修訂有待中央人民

國務院已批覆同意建議，涉及的辦

理手續正由外交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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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國際海事組織確認

《1996年議定書》適用於香港

後才告生效。我們建議中央人

民政府盡快向國際海事組織確

認《1996年議定書》適用於香

港。 

4 將香港

發展成

知識產

權貿易

中心 

1. 建議國家知識產權局協助

香港建立原授專利審批制

度。 

2. 「國家十三五科技規劃」

吸納香港的參與，讓香港

可以發揮更大角色。 

3. 加強香港與廣東及深圳之

間的合作，聯合規劃一些

對粵港經濟發展有重要作

用的科研項目，並提供適

當資助。 

1. 國家知識產權局與香港知識產

權署已就香港建立原授專利審

批制度展開合作，包括業務交

流與人員培訓等。粵港也開始

搭建知識產權貿易信息交流平

台 

2. 將適時邀請香港專家參與「國

家十三五科技規劃」的制定。 

3. 科技部積極支持香港高校在內

地的分支機構申請國家科研計

劃，它們承擔了國家、廣東省

和深圳市的研究項目共 473

項，獲得支持經費超過 6億

元。 

5 協助港

籍學童

在深圳

入學 

1. 因應香港籍兒童家庭的實

際情況，比照臺灣籍學童

就學辦法，讓他們亦有機

會入讀公辦學校。 

2. 盡快增辦港人子弟學校和

港人子弟班；兩地政府共

同研究在深圳開辦由香港

特區政府資助、提供港式

教育的學校。 

1. 港籍學童和隨父母異地居住的

內地學童一樣，入學辦法由各

地具體規定。 

2. 目前開辦港澳人士子女學校的

審批權已經從教育部下放到深

圳市，香港在深圳的合法設立

機構或合法居留港人如有辦學

訴求，教育部將和廣東省及深

圳市教育部門予以積極支持。 

3. 教育部和廣東省及深圳市教育

部門也歡迎開辦由香港特區政

府資助、提供港式教育的學校 

6 防控船

舶空氣

污染 

1. 制定全國性行動計劃，開

展船舶空氣污染控制工

作。 

1. 將會針對內河及沿海地區船舶

排放情況進行研究，建立排放

清單，以便科學制定分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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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在珠三角地區先行落

實對遠洋船舶實施「泊岸

轉油」措施。 

減排目標和具體措施。 

2. 已在珠三角主要港口推行岸電

設施示範工程，並確保遠洋船

舶燃油含硫量符合國際公約要

求，加快港口拖車「油改氣」

進程。 

7 重建消

費者對

國產奶

粉及內

地銷售

市場的

信心 

1. 不定期在零售市場主動抽

查嬰幼兒奶粉，向社會公

佈詳細檢驗結果 

2. 詳細規定銷售商在進貨時

必須向生產商取得哪些監

管批核文件，對於零售商

和批發商之間的交易，也

應該詳細列出備存文件的

要求。但不必規限只能由

藥店專櫃銷售嬰兒奶粉。 

1. 在 2014年將組織 31個省級監

管部門和檢驗機構，加強對嬰

幼兒奶粉進行抽檢，涉及的檢

測項目近 70個。 

2. 正嚴格落實經營者的進貨查驗

與記錄規定，並試行藥店專櫃

銷售嬰兒奶粉的模式。試行藥

店專櫃銷售的目的是為消費者

提供一個更為規範的購買渠

道，並為完善監管提供經驗。 

8 平抑供

港活牛

價格 

1. 建議兩地政府部門成立的

「工作小組」加緊跟進供

港活牛價格問題，研究效

法供港活豬的制度，增加

3-5個供港活牛代理。 

2. 支援港人到北方設立養殖

場，以及在南方設立育肥

場。 

1. 商務部留意到各方對活牛代理

問題意見不一，會繼續關注香

港市場情況、評估活牛代理體

制。 

2. 我們會繼續在今年兩會要求當

局研究開放內地活牛供港市場

的方案，爭取引入更多競爭者

以平抑供港活牛的價格。我們

也希望強化國家商務部與香港

食物及衞生局的「工作小組」

職能，成為協助香港農業界配

合國家《全國牛羊肉生產發展

規劃》的平台。 

9 防範禽

流感 

1. 改善養雞農場的生物安全

措施，加強派員巡查監察

養雞農場。 

2. 加強在活禽市場執法，糾

正部分正規銷售點在休市

日經營，及非法小攤販售

1. 正大力實施家禽 H7N9剔除計

劃，並針對供港活禽養殖場加

強註冊登記管理。 

2. 正嚴格按照《活禽經營市場高

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管理辦法》

等規定，規範活禽市場經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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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活雞等問題。 

3. 加強有關禽流感防控的教

育和宣傳工作。 

為。 

3. 將通過不同媒體廣泛宣傳科學

防控禽流感信息，並並會依法

及時發布疫情信息和防控情

況。 

10 完善環

境影響

評價制

度 

1. 明確法律規定，對在資質

問題上或實際環評工作中

故意使用虛假文件或提供

虛假資料的人員一律追究

刑事責任。 

2. 進一步完善環評程序，規

定環保部門須在參考公眾

意見後，就每個環評項目

發出「環境評價的研究要

求」，供環評機構在進行

環評及編制相關文件時遵

從。 

1. 將積極推進《環境影響評價

法》修改工作，進一步強化環

評機構法律責任追究。 

2. 將組織修訂《環境影響評價公

眾參與管理辦法》，進一步完

善建設項目環評的公眾參與制

度。 

 

11 便利港

澳流動

漁船更

新換代 

調整申請新建造港澳流動漁船

的程序，容許港澳流動漁民申

請臨時「船網工具指標」，繼

續利用舊漁船進行作業，直到

新漁船建造完成，才將舊漁船

拆解，以此縮短漁民失去收入

的空窗期，協助他們轉型發

展。 

內地與港澳漁船的管理政策相同，

申請建造新船時須報廢拆解原有舊

船，以確保更新改造漁船嚴格控制

在國家規定的指標範圍內。當局將

組織專題研究，充分考慮兩地漁民

訴求，簡化辦事流程，為漁民提供

方便。 

12 推動抗

日戰爭

勝利七

十周年

的紀念

和宣傳

活動 

1. 建議兩岸四地聯合舉辦紀

念活動。 

2. 加強宣傳香港的抗日歷

史，讓國人更多了解香港

同胞為抗日作出的犧牲與

貢獻。 

1. 中央將部署規劃抗日戰爭勝利

七十周年紀念活動，並邀請港

澳台同胞與海外僑胞代表參

與。 

2. 相關部門會按中央部署，推動

兩岸四地聯合舉辦紀念活動，

及宣傳香港同胞為抗日作出的

犧牲與貢獻。 

13 推進多

功能社

認清社區養老服務的重要性，

加強社區養老配套設施建設；

加強小區養老服務設施建設，是城

鄉規劃的重要工作，當局正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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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養老

服務 

整合社會資源，拓寬社區養老

資金渠道；推進老齡研究，增

強社區養老服務的長效性。 

《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規範》、

《城鎮養老設施規劃規範》，以應

對人口老化問題，滿足社區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