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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建聯 2020 年兩會主要關注議題的回應或跟進情況 

(2021.2.20) 

 

議題 民建聯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進一步跟進 

1. 加強認識中

國歷史和國

情 

 

成立專責機構並吸納一定比例的

香港專家加入; 加強推廣中國傳

統文化、如哲學思想及中國歷史

等，包括將更多內地的珍貴歷史

文物運到香港進行公開展覽; 完

善香港學校與內地進行交流學習

的長效機制，把參加內地的歷史

文化交流作為香港學校一項實踐

性教學項目，讓所有香港大中小

學生都有機會參加學習中華民族

歷史文化主題的交流活動; 推動

更多香港與內地的中小學締結姊

妹學校; 加強對香港青少年，以

及香港大中小學校長，校董和教

師的當代國情和歷史培訓; 內地

駐港機構多舉辦公開講座，邀請

內地學者到香港講解國策、國

情、歷史及外交政策等; 鼓勵及

推動民間交流合作; 在珠三角地

區設立港澳青少年交流培訓基

地，及製作更多相關的節目，並

透過多元化渠道包括互聯網及電

視頻道等，向香港宣揚中華文

化、中國歷史及國情資訊。 

對建議表示肯定，並將在今後的

工作中予以吸納和借鑑，並繼續

支持、協助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

省用好各自資源和優勢，持續開

展對香港青少年的工作。 

2. 在大灣區兩

個選址建造

香港城 

在珠海市桂山島及港珠澳大橋珠

海段南側指定水域填海建造香港

城; 每處均可至少提供 10 平方

公里或 1000 公頃的未發展用

地，足以提供大量住屋單位，並

兩處選址均位於珠江河口、幼魚

幼蝦保護區範圍內，以及緊鄰珠

江口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可能對河口防洪納潮功能及水域

通航造成影響，並可能與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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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一個集商業、專上教育、

科研及現代物流和工業的新型經

濟中心。政府應為區內的居民創

造不同類別的就業機會，亦應研

究為新區域配備相關配套包括社

區及休閒娛樂設施，例如商場、

戱院、學校、安老院舍等;若有

限制性規例，中央可考慮適度調

整。更可視乎情況提供財政補

助。 

發生衝突，損害漁業資源。由於建

議較複雜敏感，故下一步會展開

深入研究論證。 

3. 提高應對突

發重大公共

衞生能力 

檢討及完善疫情通報交流機制 ;

全面提升防疫裝備及物資的製

造、運輸及儲備能力，並鼓勵及支

持加強研製高科技防疫抗疫裝備

如可重用口罩等; 在個人、社區、

傳染病預防，以及野生動物保護

等範疇，加強推動健康宣傳及健

康教育; 加強培訓工作人員，應

盡量以文明手法例如勸導等，讓

市民自願配合工作。 

已做了大量防疫抗疫工作，下一

步會積極吸納代表建議，包括完

善傳染病監測預警系統，做好醫

療物資儲備及調用、運輸等工作，

及繼續加強衛生應急知識宣傳

等。 

4. 開放更多科

技設施以推

動香港創新

科技發展 

內地開放更多尖端的科技基建和

大型儀器予香港。允許香港高水

平的科研機構，共同承接或參與

內地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和

管理。為方便管理，國務院表示

會將中科院所有符合條件的科研

設施與儀器都納入統一網絡平台

管理。期望國家可以不斷完善有

關體系，令相關運作、使用辦法

及流程等愈趨完善及細緻，以方

便香港科研機構找到對口合作單

位及項目，並更好地參與到當

中。 

會推動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大型

科研儀器開放共享措施更好地落

地見效，並歡迎香港與內地科研

機構合作共建更多的重大科技基

礎設施。 

5. 進一步推動

大灣區遊艇

自由行 

簡化遊艇出入境手續，優化相關

的遊艇保證金、保函擔保要求，

並降低入境遊艇保證金的金額，

目前已建立電子通關平台，並優

化了通關流程，日後會繼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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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達致取消港澳遊艇在灣區內

的保證金制度，以降低遊艇的入

境擔保成本；放寬目前遊艇的

「點對點」航線限制，並開放更

多水域及停泊點，允許港澳遊艇

在灣區內「多站停留」，打造

「一程多站」式旅遊行程；中長

遠落實三地遊艇駕照互認，鼓勵

港澳遊艇業人才在灣區內執業。 

監管模式，做好游艇自由行活動

水域劃定，及盡早實現粵港游艇

駕照互認。 

6. 推動大灣區

保險業發展 
盡快推動在廣東省內成立香港保

險售後服務中心，以便進行理賠

及續保等售後服務。並允許居住

在廣東省的香港人直接在當地購

買香港保險產品。盡快完善及推

出大灣區非儲蓄類保險產品，如

醫療保險及車保等，以及推出針

對使用港珠澳大橋的汽車保險。 

目前已就服務中心的具體問題形

成初步方案，會抓緊推動相關工

作，並創新開發醫療保險等產品，

及通過「等效先認」加快實現粵港

澳大灣區跨境車險制度創新。 

7. 推動香港成

為國際仲裁

中心 

鼓勵及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

心，包括向國際社會，尤其是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宣傳香港仲裁服

務的中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

鼓勵更多企業利用仲裁和調解安

排去處理爭端，並更多地利用香

港的仲裁服務。進一步完善香港

與內地的司法協助機制，並更好

地執行對方的仲裁結果。 

目前中央及香港政府已簽訂多項

協議，實現了民商事領域司法協

助基本全面覆蓋。下一步司法部

會繼續強化內地與香港仲裁法律

資源的整合和互補，積極推進支

持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 

8. 加快修例引

入靈活會計

年度制度 

在撇除特定類別公司或單位下，

除了 12 月 31 日外，可讓企業或

公司自行訂定以哪個結算日截

算，例如可考慮加入 3 月、6 月

和 9 月的最後一日，與傳統的季

度末相一致；當中條件包括須規

定集團內所有公司均需採用一致

的年結期，以免出現混亂，及防

止避稅行為；除了首次更改選定

國家一直對問題進行調研，目前

來看大部份企業對引入靈活會計

年度的意願不高，財政部會對各

項意見繼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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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算日，往後的更改則必須符

合若干條件規定，不能隨意轉

變，以防止避稅行為。 

9. 建立大灣區

統一房地產

資訊平台 

粵港澳三地共同設立權威的大灣

區統一房地產資訊平台。平台中

應包含所有大灣區城市相關具體

的買房法規、流程和指引，以及

可做房貸的銀行等等。訂立一個

統一的認可開發商，以及可供港

人購買的單位名錄。香港人直接

在名單中可以看到哪些建築商可

以信賴，哪些住房單位可供購

買，無須自己逐一查證。平台可

以分階段建設，第一階段可先包

含最受港人歡迎的大灣區內地城

市房產資訊。及後再逐步推廣開

去，完善整個平台。同時加強監

管房屋開發商，抓緊對建屋質量

及銷售等環節的監督工作，並對

違規行為例如誤導消費者等予以

嚴懲。 

已在廣東政務服務網的粵港澳大

灣區政務服務專區中設立不動產

交易信息平台，未來將會加快推

動全省互聯網+不動產登記的專

題應用建設，同時提供港澳居民

廣東省購房綠色通道，以及進一

步強化房地產數據共享。 

10. 進一步加強

對房地產中

介行為監管 

 

健全房地產中介行業管理的法規

和規章制度，加重違法的罰則，細

化和規範中介機構和人員的行為

準則，嚴懲違法行為。加強對房地

產中介機構備案和人員准入制度

的監管，提高行業的透明度和人

員的准入門檻，對符合條件的中

介機構進行備案登記和公示，讓

公眾能夠隨時查詢到相關情況。

對房地產中介人員採取實名登

記，要求必須考取職業資格後方

可執業。加強宣傳和規範房地產

中介機構的辦事流程和規章制

會加快推動和落實有關法規和安

排，具體包括建立健全行業管理

信息平台，嚴格落實中介機構備

案制度，加強房地產中介行業信

用管理，及全面落實房屋交易合

同網簽備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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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力推動房地產中介機構和

人員行為的監管。在政府網站和

主要媒體發布辦理房產交易與不

動產登記的程序，讓公眾知悉相

關流程，避免巧立名目亂加價和

亂收費。建立房地產中介信用管

理平台。建立和完善房地產中介

行業管理服務平台，建立中介機

構和人員執業信用檔案，記錄和

追蹤投訴案件及處理結果，讓公

眾可隨時查詢。將違法違規的房

地產中介機構和人員列為重點監

管對象，限制其從事各類房地產

中介服務。 

11. 優化《藥品管

理法》以配合

大灣區的發

展 

現時政策已允許香港藥品在大灣

區的港資醫院流通，希望能進一

步放寬到大灣區所有優質醫院，

方便港人在內地取藥。進一步研

究大灣區的藥品標準體系，在大

灣區試驗如何將內地藥品管理標

準與香港、澳門等地進行統一。

酌情放寬個人帶藥回內地的限

制。此外，許多香港長者長期居

住在內地，由香港返回內地的時

候，相關藥物被扣查，更要負上

法律責任。希望內地能優化政

策，讓市民不會誤觸法網。 

提案中的具體建議可在全國或者

地方性法規以及部門規章中加以

解決，在整個研究和立法過程中

會聽取各界人士的建議。另外，已

成立粵港澳中醫藥政策與技術研

究中心，推動大灣區藥品相關標

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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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繼續提供港

澳流動漁民

的生產和生

活便利 

容許港澳流動漁民可豁免接受檢

查，恢復實施新措施前可自由進

出內地水域的規定；同時，善用網

上科技容許港澳流動漁船可預先

在網上提交所需資料，讓有關執

法部門掌握漁民和漁船情況，並

只需對港澳流動漁船進行抽檢。

並建議內地及港澳三地政府部門

研究在如何驗證港澳流動漁船及

漁民身份上能有統一的證件或方

式，以免港澳流動漁民的《出海船

舶戶口簿》及《出海船民証》被取

消後非常不便。內地部門與港澳

流動漁船經常使用各市港口的相

關管理部門加強溝通，研究簡化

和統一對港澳流動漁民的漁船在

進出港口時所要求的檢查程序和

手續。並將廣東漁政通軟件進一

步擴展到更多港澳流動漁民經常

進出的其他省市漁港。 

公安邊檢機關已經在研究優化檢

查管理措施，研發網上申報程序，

以及優化管理程序。另外會進一

步豐富漁民的信息採集手段，簡

化報備手續、優化報備措施。 

13. 繼續完善非

法捕魚舉報

機制，提昇海

洋生態保育 

研究建立包括漁政和海警的聯合

舉報機制，設立跨水域的 24 小時

舉報熱線，方便漁民一併舉報在

不同水域的非法捕魚狀況。內地

及香港的執法部門加強聯合執

法，包括建立更緊密及恒常的情

報交換及溝通機制，以及容許在

兩地進行打擊非法捕魚的聯合行

動，令兩地執法部門可在兩地邊

界指定範圍內有更大的執法自由

度。將中國漁政執法舉報受理平

台的舉報範圍擴大至“禁漁綫”

外的我國水域範圍，進一步加強

打擊 “電炸毒”、外國漁船及其

他形式的非法捕魚問題。同時發

動廣大漁業單位向漁民作出宣

傳，繼續收集用戶意見，讓舉報平

台更臻完善。 

會加大海上舉報電話的宣傳力

度，研究建立健全兩個平台之間

的信息共享和線索移交機制，並

與香港水警完善漁業執法協作機

制，以及進一步完善舉報機制。 

14. 持續提昇粵

港澳大灣區

環保事業的

粵港加強合作，共同覓地建立「環

保園」，並鼓勵創科創新企業在園

內設立回收加工廠或再造品生產

會研究吸納合建環保園的建議，

以及研究合作打造廢物回收循環

經濟，以及進一步規劃布局技術



 

 

                                                7 

 

 

科技創新，

推動回收再

造經濟 

 

線，亦可設置研究所，讓三地專才

共同研究環保技術，將廢物轉化

成新產品或能源。由粵港兩地政

府牽頭推動及鼓勵香港的環保企

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工廠，

並准許香港符合國家標準及需要

的回收物料(洋垃圾除外)進口大

灣區作統一處理，並以高科技技

術生產環保再造產品。另外，三地

政府應共同投放更多資源，鼓勵

及扶持大灣區內的企業或機構大

力發展環保科技，以推動大灣區

的創新科技和回收循環經濟發

展。 

創新平台、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

設等，以培育壯大綠色產業。 

15. 加強推動嶺

南文化發展 

中央增撥更多財政及土地資源，

鼓勵及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主

要城市推動嶺南文化，以彰顯中

華文化、嶺南文化、大灣文化和

香港文化等對社會發展和民族融

和及生活安康的影響。鼓勵及促

進大灣區內主要城市設立若干個

不同主題的「中華文化園」，形

成「大灣區中華文化群」，讓市

民透過參與相關的旅遊、展覽、

工作坊等文化藝術活動，增進對

中華文化及嶺南文化的認識，從

而提升民族及文化自豪感。鼓勵

及推動民間交流合作，借助民間

的豐富資源和智慧，共同推廣中

華文化及嶺南文化。 

認為建議很有針對性，會認真研

究吸納，包括積極爭取更多相關

的財政和土地資源，及高水平規

劃建設重大公共文化設施和嶺南

文化大數據庫等，以及強化粵港

澳三地文化協作機制。 

16. 透過一帶一

路開拓香港

發展空間 

中央有關部門，例如外交部等外

事機構，帶領更多香港企業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考

察，有必要時提供適當的協助和

支援。推動香港相關的智庫，加

入內地成立的「一帶一路智庫合

作聯盟理事會」，以及參與相關

的國際智庫交流活動。聯合香港

近年共青團中央積極搭建香港青

年參與一帶一路的合作交流平

台，日後將重點深化以一帶一路

為主題的青年交流活動，加大對

香港青年赴內地和海外實習的支

持力度，和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在

香港青年中的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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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企業和各項專業服務團體

成立一個統合的平台，並整編成

為登記名錄，讓相關的內地政府

部門和企業可在有需要時，在香

港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一同提

供專業服務，並一起投資及管理

沿線的港口、鐵路、機場等基礎

設施。並研究加強向一帶一路國

家宣傳香港的專業服務和人才，

以協助本地專業服務開拓海外市

場。提供大型聯合交易會等平

台，讓香港和內地企業共同合作

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宣傳本

地的各項品牌產品。鼓勵及協調

相關企業和部門，與香港的學校

和相關青少年組織，合作舉辦更

多香港青年學生交流團，並提供

更多相關的實習或工作職位。 

17. 提升港珠澳

大橋的效益 

中央政府支持三地政府放寬車輛

使用大橋，包括香港車輛經大橋

進入內地的常規配額，以及准許

香港「單牌車」經大橋進出內

地；中央政府協助三地政府完善

口岸的清關及檢疫設施，並配置

相關的物流基建及配送設施，以

協助物流業界提升效益；簡化出

入境安排，設立「香港機場專

線」，讓旅客可以在澳門及珠海

口岸預辦登機手續後，乘搭專線

進入香港機場禁區候機；將「港

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

劃」推廣至珠海及香港，並調整

停車場現行每 12 小時一節的單

一收費安排；檢視三地口岸設

計，在適當位置增加行人輔助設

施，如行人輸送帶，以便利長者

多項建議目前已初步落實及不斷

推進，例如將結合「港珠澳大橋智

能化運維技術集成應用國家重點

研發計劃」研究工作，完善大橋無

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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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需要人士；參考現時高

鐵的安排在港珠澳大橋鋪設無線

網絡，供旅客免費使用。 

18. 加強統籌港

深口岸擴建

工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下對口岸

擴建工作進行研究和規劃，由高

層次領導統籌協調深圳和香港方

面進行工作，令有關規劃更符合

各持份者的利益和期望。適時公

開相關的資訊，令整個擴建項目

更加公開透明，讓社會更知悉有

關的細節和進度。 

目前港深政府已成立有關協調機

制，包括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各工

作小組，並開通了三個信息發布

平台，以及透過各主要媒體進行

信息發布。廣東省將繼續大力支

持深圳和香港就港深口岸重建規

劃開展深入交流合作。 

19. 推廣深圳頤

年卡安排至

廣東省 

參照深圳頣年卡的經驗，將相關

安排推廣至整個廣東省主要城

市，讓香港長者可更安心和快樂

地到廣東省退休養老。 

廣東省社保卡與深圳頤年卡功能

相近，廣東省會研究總結頤年卡

的經驗，優化資源整合，實現多卡

融合，為香港長者到廣東生活養

老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