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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榮懷預計今年GDP增長3%  CPI上升率徘徊4%
廠商會料明年經濟淡中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舉行會員大

會，會長施榮懷展望明年香港經濟

前景和介紹廠商會未來的主要工

作。他認為香港明年的經濟前景雖

然偏淡，但整體表現有望略優於今

年，預計本港2012年全年本地生產

總值(GDP)的增長率可回升至3%，

而消費物價指數(CPI)在今年和明年

將徘徊於4%左右。

香港經濟在上半年僅微弱增長，第一、
第二季度只比去年同期輕微增長0.7%

和1.2%。施榮懷認為，本港經濟表現差強
人意的主要原因，是歐債危機進一步拖累全
球經濟，導致外部需求趨於萎縮；但是本地
經濟的內部環節仍然較為穩定，繼續為整體
經濟提供緩衝。其中私人消費開支、整體投
資開支在2012年首兩季均錄得穩健增長，由
此數字反映消費和營商信心雖已轉趨審慎，
但基本上仍維持正面。

港短期內仍有下滑風險
施榮懷表示，世界經濟局勢未見明朗，中

國等新興市場亦都放慢增長，香港經濟在短
期內仍有繼續下滑的風險。不過，歐洲央行
和美國聯邦儲備局均宣布了無限量發債計
劃，美國推行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政策，
以及大多數亞洲經濟體表現出較強的彈性等
等利好因素，相信會為香港經濟帶來正面的

支持。
施榮懷又指出，香港出口貿易結構有呈現

「東移」的趨勢。亞洲市場佔本港貨物整體
出口率已由2008年的65.8%攀升至今年1月至
7月的72.5%。亞洲區內的需求相對平穩，
內部貿易隨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
區域性經貿合作協定而更趨頻繁，均有利香
港貨物貿易重拾升軌。

就業穩固失業率處低位
另外，本港本地就業市場穩固，失業率仍

處於近年低位。市民的工資及收入累積了可
觀升幅，而最低工資水平亦將於明年向上調
整，加上房地產市場暢旺衍生了財富效應，
均可為本地消費需求發揮一定的支撐作用。
大型基建工程和公營樓宇建造項目相繼開

展，加上流動性充足、低利息的資金環境得
以延續，亦會對本地投資有所支持。概括而
言，施榮懷認為香港經濟前景雖然偏淡，但
整體表現有望略優於今年。

明春廈門辦港產品博覽
施榮懷還介紹了廠商會未來的工作。他

說，今年工展會將於12月15日假維園開幕，

為期24天。另外承接「武漢香港品牌周」的
佳績，該會將再接再厲於明年4月於福建省
廈門市舉辦「2013香港時尚產品博覽．廈門
工展會」。
出席者尚有永遠名譽會長朱祖涵、黃友

嘉，副會長陳淑玲、李秀恆、顏吳餘英、吳
永嘉、徐炳光、楊志雄、徐晉暉、吳清煥、
吳宏斌，行政總裁梁世華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上海政協
主席馮國勤、秘書長陳海剛，海外聯誼會副
會長丁志堅和上海政協訪港團隨團人士等一
行於10月24日到訪姚 天才音樂學院，與學
院師生、家長進行親切交流，促進了兩地文
化交流。姚 天才音樂學院師生即場表演了
小提琴、鋼琴和合奏，學生小小年紀已拉出
悠揚的樂韻，獲得在座人士讚賞的掌聲，氛
氛輕鬆愉快。

姚 歡迎馮國勤一行
姚 天才音樂學院校長姚 熱情歡迎上海

政協主席馮國勤一行。她介紹了該院的概
況，稱該院致力為香港培養人才，特別是培

育下一代年輕音樂人才，為香港爭取榮譽。
學院剛舉辦了成立10周年紀念音樂會，該院
成立10年來，除了組織不同活動，如赴美國
參與慶祝中國年演出和參加上海國際兒童藝
術節等，還積極參與各種慈善活動。

馮邀師生赴上海交流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馮國勤表示，

姚 音樂學院創立至今10年，而培育一個人
才需花更多的時間。他稱從交流中能看出香
港家長十分重視小孩的培養，小孩們有這樣
的音樂水平是學院培育的結果，也是父母良
好教育的結果。
他相信學院定能培育出音樂天才，未來在

國際著名樂台上會有該院的學生登台表演。
他也誠邀姚 天才音樂學院師生到上演與上
海青少年交流。
他指出，栽什麼種子開什麼花，而栽下音

樂的種子便會開出音樂的花朵，他深信在香
港的整個演藝市場上，音樂的花朵會越來越
燦爛，像香港的明天一樣會更好。
據悉，姚 天才音樂學院於2002年創立，

至今已踏入10周年，致力於推廣音樂教育，
提供優質小提琴及樂器訓練，熱心培育年輕
新一代成為傑出演奏家。
為了是次的交流活動，學院安排了不同的

表演項目，旨在讓訪問團更了解香港音樂藝
術文化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中國人
壽（海外）贊助、亞洲電視舉行的《中國人
壽（海外）呈獻：ATV2012感動香港年度人
物評選》，於23日舉行講演會，讓各「感動」
香港候選人與全港市民互動分享，及呼籲公
眾踴躍投票。由於在評選期間，發生了南丫
島嚴重海難，各政府部門盡力拯救傷者的表
現贏得社會一致讚譽，主辦單位新增了參與
是次救援行動的消防潛水員許家俊，成為第

二十七組入圍候選單位，希望與市民分享救
人英雄的感動故事。

曾鈺成等任大會評委
出席23日「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講演

會的嘉賓，包括大會首席評委曾鈺成，大會
評委林貝聿嘉、張國良、楊耀忠、黃定光、
葛珮帆、梁美芬、方國珊、甘浩望、杜永
政、李樂詩、林東、邱榮光、姜在忠、郭

九、梁安琪、陳英傑、張永霖、鄭明明、魏
秋樺，及亞洲電視執行董事盛品儒、高級副
總裁鄺凱迎、高級副總裁葉家寶，以及
「ATV感動香港義工隊」代表亢帥克、古卓
文、李志豪、譚杏藍、李麗珊及林紫君等。

候選者分享助人事跡
活動上，曾鈺成及盛品儒分別致辭，向各

入圍候選單位的感動故事予以表揚及讚頌。
而一眾出席活動的入圍候選人物，包括周樹
德、陳葒、李鸝、梁紀昌、梁子微、楊明
燕、蔡兆明、潘德鄰、吳觀清、張喜朋、嚴
紅玉、楊小芳、連愛珠、施永青、湯逸衡、
李武凡及李廣林隨後向公眾分享了他們竭力
幫助他人、守望相助、發揮香港精神的事
跡，並接受現場觀眾提問，讓社會認識他們
的感動故事。
《ATV2012感動香港年度人物評選》現已

接受公眾投票，投票期直至2012年11月7
日 ， 市 民 可 登 入 亞 洲 電 視 網 站
www.hkatv.com投選心目中的感動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由春風畫
會主辦的「楊善深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暨弟子
作品展」於10月24日隆重開幕。展覽於10月
24日至10月28日一連5天假香港中央圖書館
展覽館向公眾開放，展出楊老師作品60多幅
和其弟子作品約350幅，共逾400幅作品。

350作品紀念老師誕辰
楊師母和大會香港展區顧問陳萬雄、李錦

賢、鄧海超、曾柱昭和贊助嘉賓車越喬、林
國棟等蒞臨主禮。楊師母致辭時表示，很感
動楊老師離世8年，弟子們還如此愛戴他，

花了很多時間籌辦這個展覽。她分享說，楊
老師是「百分百」的畫家，把「百分百」的
時間花在藝術上；楊老師雖走了，但他的精
神長存世界，此次是楊老師百年誕辰紀念，
希望200年，300年後楊老師仍會活在大家的
心中。
陳萬雄指出，春風畫會此次舉辦畫展紀念

楊善深老師百年誕辰非常有意義，意味楊老
師的藝術得到傳承和發揚，展覽除表彰楊老
師成就外也很有歷史和藝術意義，激勵和引
起了香港各界對嶺南畫派的重視。
大會籌委會暨春風畫會主席何洵瑤致謝

辭，感謝楊老師對弟子們的無私教導，不僅
在畫畫方面，在待人處事方面也給予了弟子
們很多的啟發。她回憶楊老師循循善誘，教
弟子們畫畫的技法，更師之於大自然，繼而
走自己的路。楊老師還希望弟子們有自己的
面目，力求創新。

下月中移師廣州展出
陳青楓為了紀念楊老師，還特別著作了

《楊善深的藝術世界》一書。大會籌備委員
會包括：（海外）劉蘭芳、黎日晁、張立
雄、潘金海、楊天頤、李源海；（香港）高

勵節、陳棪文、陳青楓、熊海、劉孟寬和春
風執行委員何洵瑤、鄺煒利、黃瞻遠、鄭少
忠、湯才偉、蔡雄、周倩儀、何東愛、劉筱

基等。「楊善深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暨弟子作
品展」將於11月13日至11月18日，移師廣州
藝術博物院展出。

紀念楊善深百年誕 弟子作品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

顏）「九二共識」20周年之
際，香港地區和統會、澳洲中
國和統會、香港國情港事評論
社和現代經濟及文化研究所昨
日假香港銅鑼灣百富中心僑總
會所舉行「海峽兩岸和平發展
前瞻論壇」。

葉聯意陳金烈等致辭
香港地區和統會會長葉聯

意、董事副主席陳金烈，澳洲
中國和統會永遠名譽會長陳錦
忠，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負責
人余耀榮，現代經濟及文化研
究所發起人鄭中、負責人郭啟
興與會並致辭。鄭中主持會議
時表示，在「九二共識」20周
年前夕，四個民間團體攜手對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作前瞻性論
壇，是具有特別意義的，他也
對11月8日即將召開的十八大
會議，在對台政策方面是否會
有新的思維和新的舉措寄予厚
望。
葉聯意表示，堅持「九二共

識」就是要有力地遏制「台
獨」，促進統一。香港地區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以來，
就一直堅持「九二共識」一個
中國的原則。他希望該會同仁
團結一致，繼續配合中央之海
峽兩岸和平發展的方針及政
策，把反獨促統再推向前。

加強交流促經濟繁榮
陳錦忠希望中國領土統一，

全中國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分
裂主義，期盼海峽兩岸和平，
共同促進經濟繁榮，人民生活
安康。余耀榮指出，加強兩岸
交流，增加溝通了解，攜手合
作發展，是兩岸民眾的共同願
望，也是兩岸共同利益所在，
是任何「台獨」勢力阻擋不了

的。他稱「九二共識」就是兩
岸和平發展的基礎，也受到台
灣同胞的認同，兩岸的經貿、
兩岸同胞來往和兩岸「三通」
是大勢所趨。
郭啟興說，「九二共識」其

實是一個非常豁達大度、容納
海量的基礎，可是由於某些人
的故意曲解及反覆，以至廿載
共識無寸進。其次，他認為一
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希望台
灣方面放棄文字爭議，回到相
互的基礎上，以尋求和平統
一，共建一個將來包括海峽兩
岸所有中華兒女在內的中國。

建議簽兩岸和平協議
學者教授饒美蛟、謝緯武、

王修齡分別作主題發言。饒美
蛟前瞻未來海峽兩岸和平發
展，認為兩地政府可先經後
政；兩岸如要進一步發展，要
簽訂海峽兩岸和平協議，國民
黨對一中盡量要闡述清楚一
點；兩岸文化交流也很重要，
加深台灣民眾對內地的認識以
及內地和台灣可共同合作保衛
釣魚島。
謝緯武強調海峽兩岸和平發

展要開拓新思維，嘗試新模
式，才可能開創新局面。他引
用2000年掌管海峽兩岸事務的
錢其琛曾用三句話表述「一
中」：「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
容分割」。
王修齡認為「九二共識」宣

示至今已整整20年，兩岸和平
發展的形勢也越來越令人振
奮，現在是到了探討後「九二
共識」的時候了，他認為後
「九二共識」已經是可以接觸
到兩岸政治定位、一個國家原
則的談判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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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壽贊助感動香港人物評選

滬政協主席訪姚 音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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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前瞻論壇在港舉行，賓主合影。 潘達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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