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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作為愛國
愛港的華媒旗艦，近年來順應傳媒業變革的
趨勢，適應網絡時代讀者需求，不斷加強傳
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陸續推出了
「文匯網」、「電子報」、「文匯視頻」、
「文匯報微信」、「早安香港」和系列微博
等一系列新媒體傳播平台。一套全新的新媒
體平台二維碼矩陣，也從即日起在本報報頭
下方展示出來。香港《文匯報》正努力發展
成為一個綜合性的全媒體集團。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整合新聞媒
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
展。日前，習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強調，推動傳統媒體
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態多
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
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
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
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

習近平勉《文匯報》擴大影響力
一直以來，《文匯報》堅持立足香港、
服務香港的準則，對「一國兩制」的實踐
和探索進行了全方位、立體化的報道。在
本報創刊6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發來賀

信，高度評價《文匯報》取得的成績，並
希望《文匯報》「繼續堅持愛國愛港、客
觀公正的報道立場，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公
信力，為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
近年來，《文匯報》在新聞報道方面，始

終貫徹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
發展的理念，注重突出「香港特色」、「港
媒視角」。同時，大力整合媒體資源，成為
準確傳播內地資訊、解讀中央政策的海外權
威媒體，並且聯手海外華文媒體，初步形成
覆蓋全球華人社區的權威「華媒旗艦」。

推一系列新媒體平台拓傳播渠道
與此同時，《文匯報》十分重視新媒體的

發展，不斷強化互聯網思維，以新技術新應
用，精心打造聚合香港受眾的立體化資訊交
互平台。
《文匯報》在2009年將文匯網由電子報
轉型為綜合型新聞門戶網站，繼而先後推出
iPad、IOS、Android等流動媒體客戶端，近
年又積極與國際主流網絡媒體合作，陸續推
出了基於微信、微博、Facebook等第三方平

台的新聞產品。
今年7月，《文匯報》推出的

「早安香港」微信資訊推送，
通過對信息資源的深度發掘、
整合、提煉、優化，以「一句
話新聞」的表述方式，在每
日上午九點準時為市民奉上
一份豐盛的精神早餐。
從即日起，《文匯報》

又在報頭刊出系列新媒體
平台二維碼矩陣，包括：
「電子報」、 「文匯
網」、 「AppleIOS」、
「Android」、「早安香
港 」 和 「 文 匯 報 微
信」，將《文匯報》由
平面「新聞紙」時代帶
入跨平台的全媒體立體
化傳播時代。

新技術新應用支撐資訊交互平台
此外，本報還計劃在近期推出一系列新媒

體應用，其中包括可以把報紙裝在口袋裡的
「文匯報數字化雲出版」系統、時尚潮人青
睞的「愛拍」視頻交互系統、可以根據讀者

習慣隨心調整的文匯網「私人訂製」系統
等。同時，文匯新媒體注重加強用戶間的交
流與互動渠道，目前，在文匯網發布的每一
則新聞、資訊、圖片都附有新浪微博、微
信、Facebook、Twitter、電子郵件等多種社
交平台的分享按鈕。讀者可以一鍵操作，與
朋友共享好文章。

未來，香港《文匯報》將以大數據為支
點，全面推動報社全方位的轉型升級，加大
拓展新型媒體的工作力度，有效全面提升全
媒體業態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從單一的報業
經營向多元產業轉變，實現跨界發展和資本
化運作，實現品牌價值的拓展與延伸，實現
單一的報業機構向綜合性全媒體集團轉變。

香港《文匯報》着力打造綜合性全媒體集團

各界細聽「一國兩制」基本法歷史原點
「香港大講堂」論鄧公思想 梁敬國唐銳李魯等主禮

■主禮嘉賓在大講堂上合影。 黃偉邦 攝
■王樹成（右）頒發「大講堂」客座教授聘書予齊鵬飛。

黃偉邦 攝
■陳經緯表示，鄧小平構想至今仍
具指導意義。 黃偉邦 攝

大紫荊勳賢楊孫西：
港回歸以來繁榮穩定
我對鄧公經歷「三起三落」的

人生曲折後仍然堅強站起來表示
敬佩。之後鄧公成為國家改革開
放總設計師，為中國現代化發展
作出了最大貢獻。
受益於鄧公，改革開放初期，

我跟隨鄧公的政策方針，在廣
東、福建兩個最先開放的省份發
展公司業務。作為香港工商界一
分子，我看到國家日漸富強，並
得益於「一國兩制」政策。香港
回歸以來，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令我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
特別有信心。

中銀國際控股
副董事長林廣兆：

盼減爭拗 依法推普選
齊鵬飛教授清晰講解「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出台的歷史。「一
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指導香港
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香港要繁
榮穩定，就要堅持貫徹「一國兩
制」政策方針。
大講堂十分有意義，提醒香港

同胞，香港今日的繁榮穩定來之
不易，希望大家珍惜，共建和諧
美好家園，少一些爭拗，依照基
本法推動香港實現普選。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創會主席林貝聿嘉：

港人享受「一國兩制」保障
我佩服鄧公提出的「一國兩

制」，史無前例，令香港平穩過
渡，港人享受到「一國兩制」帶
來的保障。他經歷「三起三落」
的人生曲折，但憑着堅忍不拔的
精神，從未放棄和絕望。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主席陳幼南：

勿糾纏政爭 應返回正軌

我聽完講座後，認為鄧公目光
長遠，數十年前已經看到了香港
回歸後出現的問題。目前香港面
對的問題應該依據「一國兩制」
好好解決，不要再糾纏在政治爭
拗上，令香港回到正軌，使經濟
有更好的發展。

霍英東基金會
董事霍震宇：

「一國兩制」為繁榮穩定前提
鄧小平不僅是改革開放總工

程師，亦提出「一國兩制」偉
大構想。他的一生，都是為了
國家、為了人民的。香港的繁
榮穩定，離不開鄧公的政治智
慧，希望港人看看歷史，珍惜
今日的美好生活。大講堂講解
了「一國兩制」提出的歷史背
景。「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
繁榮穩定的前提和基礎，呼籲
各界遵循法律，推進香港政制
向前邁進。

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董何少平：

鄧公安排健康道路助港依循
大講堂讓香港市民了解到鄧

小平當年對香港的一些安排，
這些安排具極高智慧，以開放
的態度審視香港的前景問題，
使香港日後的發展有健康的道
路依循。

九龍東潮人聯會
會董柯創盛：

有信心港未來再創輝煌
講座幫助青年重溫「一國兩

制」偉大思想，了解「一國兩
制」對香港的貢獻。「一國兩
制」令香港順利回歸。回歸後強
調50年不變，我們好有信心，這
50年不但沒有變，未來的日子會
再創輝煌成績。

■記者邵萬寬、陳熙

嘉賓談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陳熙）全
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聯
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昨表示，
鄧公「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尤其是對於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內涵及愛國
者標準的論述，至今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指導
意義。

「港人治港」：須由愛國港人管治
陳經緯昨日表示，鄧公鮮明地指出「港人
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管
治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
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
權，不損害香港繁榮和穩定。」這個標準清
楚地表明，愛國和愛港是統一的整體、是不
可分割的。

「高度自治權」由中央授予
他續說，鄧公明確地指出，沒有中央的
「直轄權」，就沒有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
予」的，不是「分割」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陳經緯表示，只要好好梳理重溫鄧公這些

話，就會理解白皮書所講的觀點和說法，並
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的方針和政策。白皮
書講：「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
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
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高度自治。」這
樣的說法是容易理解的。
陳經緯最後表示，香港回歸17年來，中

央政府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在中央政府大力
支持下，香港戰勝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等
種種風險和挑戰。在政改問題上，有一小撮
人提出超出香港政治現實的政改方案，但他
強調，香港大部分工商界人士都全力擁護基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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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儀式舉行之前，主要嘉賓合影。 黃偉邦 攝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智庫及本報主辦

「香港大講堂」由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
智庫有限公司、香港文匯報共同主辦，香港
中國商會、兩岸四地政治傳播研究中心、澳
亞衛視、香港衛視合辦，獲中華總商會、廠
商會、工聯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工業總
會、友好協進會、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中華出入口商會、廣東社團總會、福建
社團聯會、僑界社團聯會等近30個社團及近
20家媒體共同支持。

陳經緯：中央支持 港傳統產業鞏固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國商
會主席陳經緯昨日在「大講堂」上致辭時表
示，香港回歸17年來，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
法辦事。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作為
內地聯通世界的橋樑，繼續保持世界金融、
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其傳統產業更得到
鞏固和發展。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
他續說，香港人不會忘記鄧小平作為「一國
兩制」偉大構想的開創者、奠基人，為祖國和
平統一提供新思路、新辦法，為香港回歸祖國
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陳經緯希望，社會各界今天在緬懷鄧小平
的同時，能更理性、準確地認識到，香港以
「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
革和民主化進程，找到一條循序漸進、讓各

方面都認可、接受的路徑，這既是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的關鍵一步，更是對鄧小平先生最
好的慰藉和懷念。

王樹成批鼓吹「公提」者用心險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昨日表示，本期「大講堂」適逢鄧小
平先生誕辰紀念110周年，重溫鄧小平關於
「一國兩制」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對全面正
確地把握「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和科學內
涵，有效指導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特
別是「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
改及民主化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他續說，香港回歸17年來，鄧小平提出的

「一國兩制」，已經從偉大構想變為生動實
踐。眼下，香港「政改」正處於關鍵時期，
鄧小平對香港的「民主模式」和民主化進
程，早有具體而明確的論述。
王樹成批評，某些人所鼓吹的「公民提

名」和「政黨提名」，甚至「國際標準」，
暴露其禍中亂港的險惡用心，並強調實事求
是、循序漸進才是中國改革探索中總結積累
的成功經驗；凝聚共識、把握機遇，持續推
進香港民主化進程，是香港市民唯一的明智
選擇。
他續說，「香港大講堂」開辦以來，引起香

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希望「大講堂」逐步成
為凝聚共識，傳播真知灼見，增進香港與內地
相互理解、廣泛溝通的社會輿論平台。

楊孫西張國義高屹姜淑平郭亨斌等出席
出席講座的主禮嘉賓還包括：大紫荊勳

賢、香江國際集團董事長楊孫西，全國港澳
研究會會長助理張國義，中央文獻研究室副
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高屹，中央文獻研究室
第三編研室副主任姜淑平，中聯辦協調部副
部長郭亨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
究員陳欣新，香港華潤集團戰略研究中心港
澳台及海外研究室主任李浩然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邵萬

寬）今日是鄧小平先生誕辰紀念110

周年。「香港大講堂」系列主題講座

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第三講，由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

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擔任主講嘉

賓，以〈鄧小平與香港「一國兩制」

的政治建設〉為主題，圍繞鄧小平有

關的思想論述，向300多名社會各界

人士講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出台

時的歷史原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梁敬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唐銳參贊，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等主禮。

▲▲改版後的文匯網改版後的文匯網，，可讓可讓
讀者根據自己的閱讀習慣讀者根據自己的閱讀習慣
「「私人訂製私人訂製」」頁面頁面。。

■■圖為圖為《《文匯報文匯報》》
iPadiPad流動媒體客戶流動媒體客戶
端端，，為讀者提供多為讀者提供多
元化的閱讀體驗元化的閱讀體驗。。

◀◀今年今年77月推出的月推出的「「早安香港早安香港」」
微信資訊推送微信資訊推送，，以以「「一句話新一句話新
聞聞」」的表述方式的表述方式，，每天為市民準每天為市民準
時奉上豐盛的精神早餐時奉上豐盛的精神早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