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民建聯 2019年兩會主要關注議題的回應或跟進情況 

2020.5.11 

議題 民建聯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進一步跟進 

1. 建立「大灣

區綜合農業

村」  打造

農業新概念 

 

於廣東省內設立專區，建立以香

港農業專才領導的管理模式為主

體的「大灣區_綜合農業村」，將

禽畜養殖、種植農業、旅遊業及

三者的相關行業加以結合，集生

產、休閒、教育、飲食、銷售及

農業科技於一身。並優先於「大

灣區綜合農業村」內發展禽畜農

業，以及香港禽畜業界需求較大

的種豬及種雞場，讓受香港發展

規劃的禽畜農戶優先參與。並建

議容許香港城市大學獸醫學系進

駐「大灣區綜合農業村」，進行農

業相關的科研工作，與「大灣區」

農業作有機結合。 

建議有很好的參考作用，部份建

議正在推行。下一步將會與香港

方面積極研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現代農業發展。 

2. 支 持 修 訂

《漁業法》  

加強打擊非

法捕撈問題 

期望《漁業法》引入具阻嚇性的

罰款，嚴厲處罰重犯的不法之

徒，更應沒收重犯者的漁具、漁

船、吊銷捕撈許可證；並向構成

犯罪的人士，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此外，應儘快優化現存的執

法資料，建立全國性的非法捕魚

執法資料庫，並定期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問題作出溝通

及交流，以充份掌握休漁期非法

捕魚、跨界、跨境非法捕魚等的

執法情況、犯案數字、重犯情況

及相關罰則。政府相關部門亦可

目前正進行法例修訂工作，全面

增加有關的處罰條款，下一步將

爭早完成修訂工作。同時會加大

漁政執法信息的公開力度，並加

強打擊跨境非法捕撈。 



 

 

適度公開有關執法情況。另外，

期望內地進一步研究加強打擊跨

境非法捕魚問題，並進一步與香

港相關部門交流探討，改善執法

情況。政府亦宜儘快檢討舉報機

制及執法工作，向漁民解釋執法

工作，為漁民提供清晰及有效的

舉報渠道。 

3. 逐步放寬香

港海味進入

內地的檢疫

標準 

 

設立兩地認可的檢驗檢疫機制。

只要提供國家認可的文件，如海

味產地、香港檢疫合格證等，就

可以允許進入內地。可對個別產

品入境檢疫進行先行先試，暫時

從華人最常用的幹貝、幹鮑魚和

海參三種海味做起。並盡快放寬

內地遊客攜帶海味的限制，將“完

全禁止遊客攜帶”變為“有限度攜

帶”，如不超過某個金額，或者不

超過某個重量就可以攜帶。 

一直根據實際的檢疫和執法工作

優化安排，但因為涉及產品的范

圍廣，社會影响大，故會先進行

細致溝通和確認，才進行調整。 

4. 嚴管內地赴

港零低團費

問題 

以行政指令限制相關訪港旅行團

行程在個別地區，包括九龍城區

的停留時間，甚至禁止逗留在個

別區域範圍內。中央及香港特區

政府雙方，也可以協調研究訂定

到這些相關地區遊覽停留的訪港

旅行團數目的每日上限。另外，

應檢討如何可以提高在國家旅遊

法第三十五條有關規定中關於

「以不合理的低價组織旅游活

動」的可執行性。並進一步嚴格

執行「通過誘騙、强迫、變相强

迫旅遊者消費，收受的旅遊經營

內地高度重視有關問題，並已加

強執法。會繼續加大打擊力度，

營造公平競爭的旅遊市場環境。 



 

 

者以回扣、佣金、人頭費或者奬

勵費等各種名義给予的財物或者

其他利益」，即簡稱『回扣等不正

當利益』活動。 

5. 保障香港消

費者權益 

 

在《電子商務法》中，應該列明

若大件包裝未能使用環保包裝，

商家應接受相應的罰款，或者明

確要求銷售的物品不應該過分包

裝。建立香港與內地消費者保護

的健全聯動機制，確保香港消費

者在利益受損的情況下能投訴有

門，明確責任部門，確實保證兩

地消費者的權益。並研究完善法

例中有關保護中國消費者在境外

網站購物的利益。 

會建議在法例中提出商品包裝的

環保要求，不同部門也會在電商

和快遞領域展開具體工作，以及

加強保障香港消費者在內地，和

中國消費者在境外的權益。 

6. 為中國香港

市民提供內

地身份證明    

盡快公布更多居住證制度的實施

細節，以消除港人的誤會或疑

問。並放寛規定，向不在內地定

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或

參考居住證制度及二代台胞證的

做法，考慮將港澳居民來往內地

通行證經調整後即可作為內地身

份證明文件，與內地身份證有同

等效用。作為過渡性措施，可加

快推進互聯網身份認證平台的建

設以及相關措施，並呼籲及要求

各公營機構及各行業所有主要的

服務營運商，在提供電子服務平

台時，必須確保能兼容港澳通行

證。 

目前已將回鄉証納入統一出入境

證件身份認證服務平台。下一步

將不斷拓展港澳居民居住證和回

鄉證的便利化應用。 

7. 在大灣區內

建設港人社

專地專用，在鄰近香港的廣東省

城市，如珠海、中山及惠州等，

會推動珠三角各地進一步優化港

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買樓的



 

 

區 

 

提供部份社區用地以興建大量房

屋，並注明這些房屋只給予香港

人居住，不受限購政策及個人所

得稅政策影響。在專地上，配備

相關配套包括社區及休閒娛樂設

施。建議中央檢視目前相關的政

策，若有限制性規例，可考慮予

以適度調整。更可視乎情況，對

相關安排提供財政補助。 

相關流程，加強配套服務，積極

推動享有同等待遇。 

8. 豁免內地港

人境外徵稅 

 

清晰明確在內地有居所的香港人

士的稅務細節安排。例如若已經

在內地置業並同時將在港澳的物

業出售，會否因此成為稅務居

民。此外，應取消目前比較繁瑣

和複雜的備案制度。亦必須明確

“戶籍、家庭、利益關係”三詞中

的“頓號”的含義。並建議讓持有

回鄉證的個人為香港的稅務居

民，無須繳納內地的個人所得稅。 

回覆指免稅條件比原來更寛松，

而備案制度也相對簡單。認為稅

收關係到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故會將相關稅務優惠政策落到實

處，讓港人享受到實惠。 

9. 容許香港銀

行處理港人

大灣區業務 

容許香港居民在內地購買房屋自

住時，可以向香港銀行辦理按揭

貸款及完成所需的抵押手續，而

無須局限於向內地銀行申請。並

容許於本港及內地均有機構的銀

行集團，通過其於本港的機構以

見証開戶的方法完成內地所需的

開戶手續，以及辦理相關業務。 

目前香港居民可在內地向銀行貸

款買樓。但境外銀行則需先在內

地設立營業性機一直構或分支機

構提供服務。關於見證開戶工

作，內地會持續優化有關安排 

10. 關於加快推

進穿山甲藥

行業轉型升

級的建議 

加大穿山甲片替代品研發投入，

運用現代科技方法製備出在成分

和功能上與天然動物藥相一致的

替代品。適時出臺政策，全面停

止穿山甲入藥，加強對瀕危野生

會研究進一步規範限制穿山甲入

藥的政策規定，並積極推進中華

穿山甲升列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

動物，加大保護和違法懲處力度。 



 

 

動物原料採購及藥品生產流通環

節的監管。加大科普宣傳力度，

引導消費者選擇優質等效的人工

合成製品，促進穿山甲的資源保

護。 

11. 全面禁止犀

牛及其製品

之貿易和利

用 

全面禁止人工繁殖或野生犀牛及

其製品的貿易和利用，杜絕所有

以合法貿易掩蓋的走私行為。嚴

厲打擊犀牛及其製品非法貿易，

提高跨部門打擊犀牛角非法交易

的執法能力，積極協調和參與國

際聯合執法行動，加強情報蒐

集。加強保護犀牛的教育和宣

傳，宣導生態文明理念，對消費

者進行引導，自覺抵制非法購買

及從境外向境內運輸、攜帶、寄

遞犀牛及其製品等行為。 

內地一直重視有關問題，並會繼

續加強打擊非法貿易，以及加強

宣傳教育，以保護犀牛資源 

12. 完善自然保

護地體系建

設和管理 

完善國家保護地管理權屬和相關

法律制度，由國家擁有保護地所

有權，及制訂區內管理辦法和監

管的權力，下放保護地管理經營

權予地方機關，實行分級管理，

多方共治，強化監督管理，完善

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設。考慮將

中國國家保護地建設納入“一帶

一路 ”倡議和 “南南合作 ”計劃

中，推動中非兩國保護地建設和

管理的合作，帶動保護地旅遊業

和就業發展。並修訂《中華人民

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因

保護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

物，造成農作物或其他損失的，

政府正不斷完善有關工作，日後

將繼續加大力度。 



 

 

由中央財政統一補償。 

13. 建立粵港澳

大灣區統一

資訊平台 

粵港澳三地政府進行協商，共同

設立一站式的大灣區資訊平台，

以整合生活、工作、就業、學業

等各方面的相關資訊，盡量做到

公開和詳細。平台中應包含相關

具體的流程指引，以協助香港企

業或者個人到內地生活、工作等

方面。各部門研究簡化香港企業

或者個人到內地生活、就業、讀

書或創業等的手續，激發更多香

港人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性。 

部份建議正在推進落實，其他建

議將會認真研究吸納。會加快政

務信息共享共用，以及推動粵港

澳數據融合共享，進一步便利企

業和群眾辦事 

14. 建立大灣區

創業配對平

台 

三地政府加強協調，設立一站式

的大灣區創業資訊平台，以整合

各地及各類工商部門的資訊。平

台中應包含相關具體的操作流程

指引，以協助香港企業或者個人

到內地投資創業。各部門也應研

究進一步簡化香港企業或者個人

到內地創業和投資的手續，激發

更多香港青年到內地創業的積極

性。應在平台上建立一站式及全

面的創業融資配對系統，讓創業

者和投資者可以進行高效、安

全、有針對性及一站式的創業配

對。 

肯定建議具有重要意義，並指目

前內地政府已在不斷推出類似措

施，下一步會繼續加強有關工作。 

15. 支持香港人

參與國際事

務 

鼓勵、推動及協助更多香港人才

擔任國際組織的主要職位，在提

名時把香港人才放在推薦名單之

中。鼓勵、推動及協助更多香港

青年擔任國際公務員，包括對香

港開放相關的培訓課程，例如中

中央已把探索吸收和支持香港人

才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工作作

為國家進一步深入參與聯合國工

作的重要努力方向。目前已積極

推動香港人才到國聯合國毒罪

辦、世界氣象組織以及亞太經合



 

 

國聯合國協會的國際公務員培訓

班等等，並將香港人納入聯合國

分配給中國的國際公務員名額

中。鼓勵、推動及協助更多香港

人進入國家的外交體系。 

組織等任領導崗位。並已展開推

送特區青年公務員及青年學生到

聯合國工作的工作。 

16. 優化高鐵票

價與運作 

增設高鐵長者車票優惠，使長者

可以優惠票價乘高鐵到內地各省

市探親和觀光旅遊。設立學生半

價乘高鐵優惠票，並將香港的大

專院校學生納入計劃之中，以及

取消每年只享有四次及指定假期

使用限制。並研究適度放寛相關

行李尺寸的限制，讓港人可以攜

帶較大型行李，由香港直接乘坐

高鐵到內地。 

今年暑假，西九龍到福田站已實

行長者二等座票價 50%優惠，下

一步會進一步研究優化票價機

制。另外，已轉交香港特區政府

研究將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納入內

地學生票優惠範圍。 

17. 放寛大灣區

跨境車牌申

請 

優化「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

額」制度，採取「一次辦理、多

次使用」模式，為期三年。並將

特別配額制度推廣至其他多個口

岸。中期而言，考慮放寛車輛配

額制度，令車輛進入特定配額的

口岸後，可以在任何一個其他口

岸離境。長遠亦可研究在個別口

岸如港珠澳大橋取消所有配額制

度。 

正在不斷優化有關安排，並與港

方多次溝通，不斷研究推進更多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