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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民建聯 2016年兩會主要關注議題的回應或跟進情況 

2017.2.24 

議題 民建聯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進一步跟進 

1. 加強兩地合

作  堵截假

難民 

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加

強合作，包括加強情報交流，組

織聯合執法行動，更有效地堵截

這些非法入境者，並打擊在背後

組織這些非法入境活動的犯罪組

織。 

會繼續與香港警方鞏固合作成

果，加強情報交流，深化打擊行

動，合力維護粵港邊界和香港社

會穩定。 

2. 防止跨境執

法  完善相

互通報機制 

持續加強培訓工作，確保執法人

員掌握“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有關規定，熟悉內地與香

港之間的警務合作機制與程序。

並加快個案通報的時間，讓兩地

政府及涉事人員的家屬及早知悉

情況。 

認同現時兩地警方的通報機制存

在需要改進的問題，兩地警方將

加強針對性培訓，嚴格貫徹執

行，密切執法合作，保障兩地居

民合法權益。 

3. 應對氣候變

化加強治理

霧霾 

制定更積極策略與措施，應對氣

候變化，加強環境保護，特別是

需要更有效治理霧霾問題。 

認同必須制定和採取更積極的政

策措施去改善空氣質素。並表示

會加強執行力度，多管齊下處理

有關問題。 

4. 增加內地航

天院校在港

招生  吸引

年輕人貢獻

航天和國防

科技 

把內地知名的設有航空宇航科學

與技術專業的高校納入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的高校名單內。設立內

地知名航天高校與香港高校的交

換生計劃。鼓勵內地擁有星級航

空宇航科學與技術專業的院校聯

合在香港進行招生， 

將與有關航空航天類高校溝通，

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的工作，同時加大宣傳力

度，為香港青少年創造交流學習

機會。 

5. 拓寬香港副

學士升學階

梯  加強與

內地大學銜

接 

加強內地大學本科學位及香港副

學位課程的銜接，提供高年級（本

科第二年）本科銜接學額；並在

有意取錄香港副學位畢業生的內

地大學，設立聯合招生機制。 

內地華僑大學自2016年起開始試

點招收香港副學位畢業生接讀本

科。內地教育部會評估及總結相

關經驗，時機成熟時考慮擴大試

點院校數量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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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早終止模

擬電視廣播 

考慮加強宣傳數碼電視廣播的好

處，鼓勵及協助民眾轉用數碼電

視廣播服務，與香港有效地協調

提早全面轉用數碼電視廣播服

務。 

在確定2020年終止模擬廣播後的

總體頻譜規劃後，會與香港協調

和討論。下一步內地政府將會加

快推進電視數碼化的進度，停止

播出地面模擬電視信號。 

7. 優化香港入

出內地車輛

延期服務 

建議廣東省政府委託合適的香港

企業、內地駐港公司或機構，在

香港設立辦證窗口，讓兩地牌車

主可選擇於香港辦理車輛牌照的

延期申請，包括發出延期批文。 

廣東省公安廳宣布 2017年 2月 16

日起，委托港中旅代理非營運類

粵港直通車業務，包括延期、駕

駛人變更、換車和改變車身顏色

等。 

8. 進一步完善

動物保護法

規  立法禁

止象牙及象

牙製品買賣 

立法禁止在國內市場進行有關象

牙及象牙製品的商業活動，同時

促進象牙雕刻工藝從業人員採用

替代性材料，以延續有關工藝傳

承，並協助象牙合法經營單位轉

型發展，其合法存貨則應嚴格登

記備案。 

國務院2016年12月30日發佈《關

於有序停止商業性加工銷售象牙

及製品活動的通知》，分期分批停

止國內的商業性加工銷售象牙及

製品活動，在 2017年 12月 31日

前達至全面停止。 

9. 支持香港農

民到內地發

展 

研究給予內地港資農場經營者優

於外資的待遇，為香港農民提供

適當協助，令他們為國家發展環

保型、高科技與規模化的漁農業

作出貢獻。協助香港農民及內地

港資農場經營者了解將農產品銷

售到內地的有關法規和手續，並

繼續簡化相關手續及程序，爭取

讓優質農產品享有免檢待遇；繼

續優化 CEPA有關香港原產農產

品零關稅安排，讓更多漁農產品

以零關稅進入內地。 

商務部將積極與相關部門協調，

研究創造適合條件，鼓勵香港農

民到內地投資。並已與香港對口

部門就新申請及申請修訂的零關

稅貨物原產地標准進行磋商。 

10. 應對人口老

齡化勞動力

不足問題 

充分善用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增

加勞動力供給，例如採取優惠措

施積極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主動

轉移，鼓勵更多老年人口投入勞

動市場，例如逐步延長退休年齡

等等。 

目前已形成延遲退休年齡的初步

方案，會再不斷優化。亦會加強

支持義務教育發展，並加大職業

培訓力度，提高勞動者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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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 Hong Kong deepens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stablishing 

a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platform 

 

2. Hong Kong deepens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service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trade. 

 

3. Hong Kong deepens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pporting 

Brand Development for Hong Kong’s brands and developing new markets. 

 

4.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youth to go on exchange tours 

and take up internships with Mainland enterprises affiliat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5. Take th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 

 

Part 2: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the people and raise their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our nation. 

 

6. Increase th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that Hong Kong people feel towards being a 

citizen of our nation. 

 

7. Strengthen and support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CNSA) program 

 

--------------------------------------------------------------------------------------------------- 

Part 3: Improve the business climate for enterprises 

 

8. Reduc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9. Take notice of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Floating 

Fishe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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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orbid the use of electricity, explosives or poison to catch fish illegally.  Dealing with 

illegal fishing operations.  Protect the fisheries of china and developing maritime 

resources 

 

11. Loosen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import of “Bird’s nest” 

 

12. Advice on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and reform of firefighting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 

Part 4: Crack down on cross-border crimes and improve the judicial arrangement 

for such cases. 

 

13. Continue to crack down on fraudulent marriages 

 

14. Crack down on cross-border cybercrime and telephone scams 

 

15. Enact a comprehensive animal protection law and crack down on illegal trade of 

rhinoceros horns 

 

16. Develop a specific mechanism for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return to live on the 

Mainland to gain a hukou.  

 

17. Improve prison management and specifically lay out and standardize the treatment 

and facilities prisoners will recieve 

 

18. Specifically enact a Mainland law that details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law to monitor the relevant procedures.    

 

19. Solve the issue of the co-location boundary controls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RL Railway as soon as possible 

 

20. Ensure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travel and stay in hotels and other 

traveler accomidations on the Mainland 

 

-------------------------------------------------------------------------------------------------- 

Part 5: Dealing with ocean and air pollution 

 



 

5 

 

21. Continue to cooperate on working to eliminate garbage in the ocean  

 

22. Solve the problems of air quality on the Mainland 

 

Part 6: Ensure water quality and food safety standards 

 

23. Improve the safety standards of food imported to Hong Kong 

 

24. Monitor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Dongjiang ri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