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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會崔世安
商增粵澳合作

年底前公布窮線 推跨界別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訪
港的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劉慧會
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
見。
梁振英歡迎劉慧訪港，又指香港在

服務業的不同領域擁有大量人才和先
進的管理經驗，可配合寧夏的服務業
發展。他期望將來有更多當地企業到
香港投資，或與香港企業夥伴合作，
提升企業管治，加強推動當地企業邁
向國際化。

劉慧同日晤洪小勇

同日，劉慧參訪了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署理特派員洪小勇會見了劉
主席一行，雙方就寧夏與香港合作等
問題交換了意見。

特首會見劉慧交流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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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

道）6月14日，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在中山
舉行。隨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
委書記胡春華在廣州會晤澳門行政長官
崔世安。在短暫會面中，崔世安向胡春
華談及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成果，雙方並
已約定再召開會議，商討如何利用中山
翠亨新區加強粵澳合作。胡春華則對會
議簽署11項合作協議或意向書感到高
興，他強調廣東省一定會落實，請崔世
安放心。
崔世安亦表示，澳門會全力以赴，做

好11項合作協議或意向書工作，尤其加
強教育、食品及檢疫等合作；他又指
出，橫琴澳大校區建設完成，澳門亦會
加大教育投入，培養多元人才。

會議上簽多項協議

在當日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粵澳
雙方在會議上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
涉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會展相關的
檢驗檢疫便利、職業教育、養老保障
等。隨後崔世安參觀中山的神灣遊艇碼
頭和翠亨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

懲教署昨天舉辦學員結業會操，
隊伍中能夠見到部分少數族裔的
學員，尼泊爾裔的夏勇德在投身
懲教前任職警民關係組的聯絡助
理，他指有不少南亞裔人士難以
融入香港社會，部分更因生活困
難鋌而走險，最終被捕，所以希
望能夠投身懲教工作，幫助同胞
在離開監獄後能夠真正融入社
會。
懲教署昨天舉辦學員結業會

操，學員們在暴雨中進行會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擔任檢閱官
到場主禮時表示，暴雨天氣是
108位結業學員在離開學院之前
的一個挑戰，期望學員們在畢業
後能夠實踐理想與抱負，服務社
會。林鄭月娥表示，懲教署服務
要懲治與教育並施，而紀律要求
和更生支援同樣重要，但要取得
平衡。她又表示，懲教人員表現
優秀，積極參與公益服務，展現
特區政府「家是香港」的施政理
念。

操多種語言 助與在囚者溝通
每年都有部分少數族裔人士投考懲教

署，尼泊爾裔的夏勇德於14歲時來港，
他坦言因語言關係難以融入社會，所以
特意報讀中文課程學習中文，現時他已
能操流利廣東話，令他工作上不會再出
現語言問題。除了廣東話外，他亦能操
英語、印度語及多種南亞地區的語言，
他認為有助與南亞裔在囚人士溝通。夏
勇德在投身懲教前任職警民關係組的聯
絡助理，工作中曾見過很多因生活有困
難而鋌而走險的南亞裔人士，所以他希
能夠幫助更多少數族裔的在困人士，令
他們在離開監獄後，能夠真正融入香
港。
另外，現年28歲的蘇秀華是其中一位

獲頒「金笛」的學員，在加入懲教署
前，他是全職划艇運動員，曾代表香港
參加2010年亞運會，並贏得男子賽艇輕
量級雙人雙槳賽銀牌。他表示懲教工作
與運動員同樣重視紀律性，性質有相似
之處，通過訓練，令他更明白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同時亦加強了溝通技巧，有
助將來勝任各種懲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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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拍板乃協商重要基礎 提台海關係3課題

江丙坤：兩岸無和平就無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台海兩岸關係和平向

好，剛結束的「習吳會」明

確肯定「堅持九二共識」及

「反對台獨」的發展方向，

為兩岸關係奠定良好基礎。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

會）前董事長江丙坤昨日在

香港出席由亞太台商聯合總

會主辦的「兩岸論壇暨台港

論壇」時指出，兩岸「沒有和平，就沒有繁榮」，「九二共識」的拍板定案，

更是兩岸恢復協商的重要基礎和依據，並深信台商升值轉型、台灣經濟持續成

長、兩岸永久和平將是台海關係3個重要課題，又強調自己將「退而不休」，繼

續為兩岸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由亞太台商聯合總會主辦題為「迎向台
海第三波」的「第八屆兩岸論壇暨台

港論壇」，昨日下午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擔任主禮嘉賓。台灣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朱曦、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
長劉德勳、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台港經濟
文化合作策進會文化委員會召集人羅智成、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梁定邦分別作主題演講（見另稿）。

受惠兩岸關係 台經仍存隱憂

江丙坤在致辭時表示，身為「經濟老
兵」，自己談起台灣經濟難免憂心忡忡。雖
然台灣經濟受惠於兩岸關係向好，但仍必須
努力：「台灣經濟自從1953年訂定第一期的
『四年計劃』，48年來經濟發展達到8.2%，創
造出台灣奇蹟；在1991年至2000年，台灣經
濟保持優勢，在四小龍及亞洲開發中國家及
地區，不是第一但名列前茅，但往後10年表
現不如其他國家及地區，經濟總體平均
3.7%，除了日本就是最後一名。其後，馬英
九執政後，致力推動兩岸關係，最終在四小
龍中名列第二，未來還是要必須努力！」

內地就業增 台商臨轉型

他續說，過去20年，台商在大陸的發展，
不僅為大陸創造了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
的附加價值，造成大陸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但在大陸台商今日就面臨升級轉型的問
題，「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台商過去

離開台灣的原因，今天全部在大陸出現，包
括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勞力短缺、環保
要求等，我們曾經進行的統計指出，表示感
到升級轉型壓力，佔全部台商高達68%」。

盼享港商待遇 免台邊緣化

江丙坤強調，時至今日，好多大陸企業已
經與台商並駕齊驅，不再是優勢互補，而是
在同等水平競爭，又引述一項統計指出，希
望「就地升級」大陸台商佔受訪台商高達
61%，17%希望轉到大陸西部、10%希望轉
到大陸北部，只有6%想轉到海外，「我深信
台商升值轉型、台灣經濟持續成長、兩岸永
久和平將變成兩岸政府在今後包括海基會及
海協會協商中3個重要課題」。
在ECFA服務貿易方面，他希望台商能夠

比照港商透過CEPA投資的項目，有至少等
同或者超越的待遇，避免台灣被邊緣化。

「習吳會」為永久和平訂基礎

江丙坤感言，過去多年的體會發現，兩岸
沒和平就沒有繁榮，對台灣經濟來說，和平
與繁榮是連體嬰，不可分割，但如何確保兩
岸的永久和平，最近的「習吳會」則訂定了
良好基礎。
他透露，去年9月19日他陪同海協會前會

長陳雲林考察10天，正當陳雲林抵達金門返
回廈門時，他有感而發地向陳說，「兩岸過
去幾十年炮火交集，多少居民犧牲寶貴生
命，這一刻非常值得珍惜，希望我們退而不
休，繼續為兩岸和平做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
振英在上任後即重設扶貧委員會，並研究
重訂貧窮線，以更有針對性地制定扶助弱
勢社群的政策及措施。政務司司長、扶貧
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昨日在一論壇上強
調，有信心貧窮線可以在今年年底前公
布，但扶貧需要民、商、官的參與和跨界
別的合作，而有效的扶貧工作更不局限於
社會福利的範疇，故特區政府會繼續發揮
香港的優勢，推動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機
會，並協調教育和培訓政策，致力培養人
才和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
智經研究中心昨日與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扶貧及商界參與論壇，探討商界在扶貧工
作的角色和定位，出席者包括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扶貧委員會關愛
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香港總商會常
務副主席彭耀佳、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
碩士課程客席講師黃元山等。
主禮嘉賓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指出，扶貧

是行政長官施政重點一個極為重要的範
疇，故當局於去年底重設扶貧委員會，委
員會及其轄下6個專責小組正各自為扶貧
工作「絞盡腦汁」，而在制訂「貧窮線」
方面，委員會已大致同意制訂「貧窮線」
的框架，包括採納相對貧窮概念，和以住

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釐訂貧窮主線。

林鄭：助識別特徵 評政策成效

她強調，「貧窮線」並非單是「為劃線
而劃線」的政治工作，而是反映特區政府
在扶貧工作上持之以恆的決心的一項政策
工具。「貧窮線」有助政府識別貧窮人口
的特徵，協助制訂政策，和監察和量度政
策的扶貧成效，令扶貧工作做得更到位。
按目前的工作進度，委員會有信心可以如
期在今年年底前公布「貧窮線」以及相關
數據。

商界扶弱有優勢須善用

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在扶貧上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但要認真處理現存香港的社會
問題，實在需要民、商、官的參與和跨界
別的合作，如兩年前成立的「關愛基
金」，當局並將於下周五向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爭取額外為「關愛基金」注資150億
元，加大扶貧力度。不過，「關愛基金」
的參與只是局限於傳統的捐獻形式，商界
擁有的資源、網絡、知識和經驗等優勢，
可以補足政府有欠靈活和創意的弱點，亦
可充當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庫和顧問團
隊，協助解決貧窮問題，但這些優勢並未

被充分善用。因此，當局希望促成更多民
間和商界的合作，建立資源和資訊共享的
平台，和不斷鼓勵大家共同尋找創新和富
創意的項目。

扶貧會月底邀智經商討

她又提到智經的「商界扶貧」研究報告
提出了多項建議，並特別欣賞研究將焦點
放在教育、就業等方面，而報告中建議成
立一個網絡平台，上載不同規模企業提供
的資源及所參與的扶貧工作，以方便資源
配對，並讓各界人士了解及參與扶貧工
作，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參與專責小組

就曾經討論過，故委員會秘書處已邀請中
心代表出席6月底的專責小組會議，協助委
員討論如何跟進報告中的各項具體建議。

提明哥善舉 倡中小企出力

林鄭月娥昨日在網誌上補充，「商界扶
貧」不一定局限於大型企業，中小企甚至
小商舖均可出一分力，並舉深水 北河街
燒臘店東主明哥的善舉為例，認為這可喜
的現象必須繼續發揚光大，期望商界可以
在扶貧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透過與
學校、社福團體和其他志願機構合作，共
同構建和諧共融的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亞
太台商聯合總會昨日於香港主辦的
「第八屆兩岸論壇暨台港論壇」上，多
名嘉賓在發言時均強調，今日的兩岸
關係得來不易，也是兩岸政府了不起
的成就，期望兩岸四地能夠繼續做到
優勢互補，逐步累積經驗，充實互信
基礎，深信大陸與台灣前途肯定是光
明燦爛。

潘漢唐：兩岸前途光明

最後一屆「兩岸論壇暨台港論壇」
昨日圓滿結束。亞太台商聯合總會長

潘漢唐在致辭時指出，今年論壇題為
「迎向台海第三波」，寓意確保中華民
族和平發展，每個人也「匹夫有責」，
又深信兩岸政府肯定會越來越好，
「大家不必擔心，無論交流有多少困
難，面對政治越來越重要、和平越來
越重要；政府越來越小，社會越來越
大的大趨勢下，大陸與台灣前途肯定
是光明燦爛，因此，論壇也應在光輝
時間告一段落」。

劉德勳：先經後政

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劉

德勳在演說時指出，台灣會繼續 推

動好兩岸協商，包括以「九二共識」
為基礎；以「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
治」，逐步累積經驗，充實互信基礎，
邁向常態化互動。
他續說，兩岸制度化協商也取得相

當的成果，舉例如兩岸在簽署ECFA
協議之後，雙方對於協議中各自不同
的文字語言，不再以括號處理，而協
議以行政立法程序完成為生效日期，
不再有7日、40日、60日及90日的限
制，「這是相當不容易走來的一段
路，大家互相尊重及理解不同制度概
念」。

梁定邦：四地共謀發展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則表示，
國家在面向2030年新發展策略中訂定
了六大戰略方向，包括調整政府及民
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
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
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
機會及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
能轉變相適應的強而有力的財政體
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係，
但內地正面臨老齡化社會及投資工具
少等挑戰，期望兩岸四地能夠優勢互
補，共謀發展。

關係得來不易 台商冀互補優勢

■潘漢唐指，兩岸前途肯

定是光明燦爛。梁祖彝 攝

■江丙坤指，兩岸沒有和

平就沒有繁榮。梁祖彝 攝

■亞太台商聯合總會主辦的「第八屆兩岸論壇暨台港論壇」，昨日下午在灣仔會展

舉行。 梁祖彝 攝

■蘇秀華(左)投考懲教處前是一名划艇運

動員，更曾於亞運中贏得銀牌。

王維寶 攝

■智經研究中心及社聯昨日舉行論壇，討論商界如何以

新形式參與扶貧。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有信心貧窮線可

於今年底前公布。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