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兆基冀香港勿「搞衰自己」
李家傑：外國服裝名牌棄中環 籲把內耗精力轉為思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香港反對派透
過包括違法「佔中」等手段，製造內耗、撕裂社
會。恒地主席李兆基（四叔）前日強調，只要香
港不要「自己搞衰自己」，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將
會更容易。李兆基的大兒子、恒地副主席李家傑
亦指出，香港「有天時、有地利、無人和」，若
把應付內耗的精力轉為思考香港發展將會更好。
李兆基認為「佔中」對樓價有負面影響，李家傑
則透露有外國服裝名牌，因為香港政治即將不
穩，而棄租恒地位於中環的店舖。

李兆基前日在北京與傳媒茶敍。被問到香港
特區政府及特首梁振英施政時，他稱讚香

港「食又好、住又好、乜都好」，特區政府又有
盈餘，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並將香港比喻為公
司，「叫我做老闆，我都掂啦……個個坐上去都
好易坐，唔好話自己搞衰自己就得喇。」

慨嘆年輕人被誤導搞對抗
陪同四叔出席茶敍的李家傑坦言，香港「有天
時、有地利、無人和」，年輕人被某些人誤導而
採取對抗態度，令特區政府舉步維艱、「好
攰」，拿出很多精力去應付內耗，「大家又圍住
佢，今日（前日）就圍緊喇」，若把應付內耗的
精力轉為思考香港發展將會更好。他認為無論誰
當特首，香港都會有內耗。

香港政局不穩將影響樓價
李兆基參與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期間，曾兩

度呼籲「佔中」者不要「搞搞震」，又於國家主
席習近平會見訪京團時發言反對「佔中」。對於
「佔中」會否影響樓價，他指「佔中」對香港有
負面影響，「負面嘢對樓價梗係無咁好。」李家
傑則透露，曾有一外國服裝名牌有意進駐香港，
向恒地洽談租用中環店舖，但最後告吹，該公司
回覆恒地指，由於香港政治即將不穩，股東對進
駐香港意見分歧，計劃擱置。
李家傑於22日與習近平主席會見後，曾引述

習主席表示1949年後的中國在許多艱難中成
長，而民主必須要在法治軌道上發展，另外香
港未來發展必須開闢新途徑。李家傑認為，中

國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香港如果搞一些遊
行，中央也不會如某些政客所說的「怕咗
你」。

內耗不解 內地發展步伐不等香港
他又認為，時代在變，港人要有勇氣去內地

「開荒」，應該要有廣闊的視野，要從一個城市
的布局去考慮全國，然後才可放眼世界，呼籲港
人不能如萬里長城般要守住自己，也不能凡事問
政府取好處，既「養唔到你幾多」，也不能發
展。他又引述習主席指1949年後的中國一窮二
白，現時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0
年人均收入將會達10,000元美金。他表示，內地
發展迅速，但香港停滯不前，若不解決內耗問
題，內地發展步伐將不會等香港。

年屆86歲的恒地主席李兆基，曾於去年表示「希望做多5年至
10年」。不過他於前日表示，自己沒有退休時間表，會順其自
然、按身體狀況而決定，而「5年至10年」的說法只是指屆時自
己已90多歲，體力或成問題。他並對兩名身為恒地副主席的兒子
李家傑及李家誠充滿信心，自己現在「只係去開會都得」。

李兆基前日在北京與傳媒茶敍時，表示自己沒有退休時間表，一切
順其自然，會按身體狀況去決定，「身體好就做耐啲。」他並澄清去
年「希望做多5年至10年」的說法，只是形容自己屆時已90多歲，或
會出現體力問題，笑言屆時「眼又矇、耳又聾，做又做唔到啦」。

他指，許多生意人對退休的態度都是這樣，因為他們興趣就是做生
意，「幾廿年好似打麻將咁樣，打埋呢鋪先……你唔畀佢做佢仲無咁
開心。」

家傑主打內地 家誠負責香港
李兆基說，自己現時只作重要決策，長子李家傑主要打理內地業

務，次子李家誠則主要負責香港，一直也是這樣做，暫時沒有改變：
「（業務）唔使我理都得，我只係去開會都得啦。」

李兆基參與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期間，一直架着墨鏡，有傳他剛
接受割眼袋手術，他澄清自己只是「跌親」。現場所見，他觀看文件
時毋須職員協助，又於送贈予傳媒的傳記上簽名，字體一貫秀麗，可
見他仍具魄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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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內地中西
部高等教育水平一直低於沿海地區。恒地
主席李兆基創辦的李兆基基金和香港培華
教育基金會共同斥資，設立「千名中西部
大學校長研修計劃」，資助中西部大學書
記、校長到海外院校視察及培訓，並於前
日在北京舉行中期成果匯報會。出席匯報
會的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強調，要把發展
中西部高等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
力提升辦學能力和整體水準。李兆基則表
示計劃令他引以為傲，希望發揮帶頭作
用，造福萬民。

計劃已過半 432人赴英美澳德培訓
2012年，「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研修計

劃」經時任國務委員的劉延東的啟發下成
立。計劃至今已進行了一半，共有307所高
校的432名書記、校長到英、美、澳、德等
地視察及培訓，並於前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中期成果匯報會，劉延東、李兆基，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及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等出席，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擔任主持。
多名參與計劃的校長匯報成果，認為計劃

於提升教與學及校本管理等方面的水平都有
幫助。
劉延東作重要指示時指出，辦好中西部

高等教育，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民族
復興，國家近年來啟動中西部高等教育振
興計劃，加大投入，夯實基礎，擴大對口
支援，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有效提升了辦

學條件和教育品質。而「千名中西部大學
校長研修計劃」對提高辦學治校能力，激
發高校改革與發展活力起到積極作用。

促中西部高等教育整體品質躍升
她強調，中國已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

大開放的發展新階段。中西部高校要主動
服務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深化高校
綜合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機制與管理體
制，促進中西部高等教育整體躍升。要堅
持品質第一，結合中國實際、弘揚優秀傳
統、借鑒國外有益經驗，走中國特色內涵
發展道路。要發揮地緣優勢，加強與周邊
國家教育科技合作，積極參與中外人文交
流，為提升國家軟實力作貢獻。

李兆基：冀令更多富豪效法
李兆基致辭時表示，自己20多年來於教

育、培訓的慈善工作上，均達到「四両撥
千斤」之成效，多個項目令他引以為傲，
包括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溫暖工程百

萬農民培訓計劃」、捐助北大、清華、復
旦擴建校園設施及此計劃。他指此計劃覆
蓋462間大學，逾860萬學生受惠，效益很
大。他表示自己到此年紀，領悟到財富聚
散之道，希望出錢出力並發揮帶頭作用，
令更多富豪效法，造福萬民。

■劉延東在北京出席「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研修計劃」中期成果匯報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恒地主席李兆基
早前表示，正構思捐出現址為石硤尾大坑西邨的地
皮，以興建5,000伙公屋或居屋單位，但由於地皮
並非他私人擁有，故此要和其他持有者商討。他
於前日透露，地皮另一持有者、東亞銀行主席李
國寶家族也同意捐地，雙方都認為這對社會好。
四叔並表示會再度捐地，「拎啲出嚟無問題。」
大坑西邨地皮現時由「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

司」持有，7名董事包括李兆基、恒地副主席林
高演、李國寶及行會成員李國章。今年6月，李
兆基曾表示與其他董事於捐地方面「多多少少都
有研究」。

李國寶家族同意捐出「為社會好」
李兆基前日在北京與傳媒茶敍時，透露李國寶

家族都同意把地皮捐出，雙方都有捐地的想法，
又指大家在「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做了多年
董事，而該公司屬於非牟利，「大家都無所謂、
無乜問題……起得到都係為社會好。」
他指出，捐出大坑西邨地皮一事正在計劃，不

會太快落實，但事成就可落成5,000伙單位，形
容此屬於「大單」。
李兆基去年也落實捐出兩幅位於元朗馬田壆及

屯門藍地的地皮，計劃分別興建1,500伙青年宿

舍及有1,500個床位的長者院舍及綜合中心。他
表示，捐出元朗地皮只待政府手續，「都八九成
㗎喇，無乜問題喇。」而模式將是「我出地，其
他人起好」，屯門地皮則已獲政府批准。兩幅地
皮均毋須補地價。

「我啲郊地咁多，拎啲出嚟無問題」
被問到會否再捐出地皮，四叔笑言無所謂，

「我啲郊地咁多，拎啲出嚟無問題。」他指，自
己早前已提出7幅土地供政府選擇，但政府最後
只選擇兩幅，因為其他土地於道路及渠務等方
面，都負荷不了大量人口。

擬捐大坑西邨地皮 建5000公營房單位

增持解畫：地產股折讓「好犀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恒地主席李兆基本月於市場動作多多，分
別斥資7,020萬元及約1.66億元增持恒地及新地股份。他前日表示香港地產
股折讓「好犀利」，反映出來的股價甚至只有實際資產價值的一半，未來仍
會增持地產股。他又表示，恒地向旗下的恒基發展注入千色店業務，是順其
自然的安排，令恒發有實質業務。
李兆基前日在北京與傳媒茶敍時，表示香港地產股折讓幅度大、「好犀

利。」因為香港會計制度會於公司年結時，將其地產業務估值折讓三成至四
成，最後在港交所反映出來的地產股股價，甚至只有實際股價的一半，而會
計制度不計算土地升值，反映不了公司實際價值，「（假設）我用一蚊買幅
郊地，十幾廿年後都幾十蚊啦。」
四叔看好地產股前景，表示未來仍會增持，並指有數隻股份估值甚至少
於其實際價值一半，「100蚊嘅貨佢睇50蚊，隨時30幾蚊都似。」
被問到恒地向恒發注入千色店業務時，李兆基形容這是順其自然的安

排，因為恒發規模小，只有浙江省杭州錢江三橋的通行費作收入，更與當地
政府就收費權問題仲裁，就算仲裁成功「都只係十億八億」。他表示，注入
千色店可讓恒發有實質業務繼續經營，「唔搵啲嘢畀佢搞，成間公司咪無嘢
做？」他又指，目前未有其他注入計劃。

一、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
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
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基本法是「一國兩
制」的法律化、制度化，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法律基石。
上世紀80年代中央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
策後，香港社會也曾出現過擔心中央的政策會變的聲
音。對此，鄧小平指出，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
1997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不只是
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保持香港的繁榮
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隨後，這一承諾被寫
入香港基本法中。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符合國家
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也符
合外來投資者的利益。實踐檢驗「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是好東西，為什麼要變？

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
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

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央政
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規定。這次人大決定進一步
體現中央政府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敲定了香港
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框架安排，意味着在
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
時候，香港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可見，回歸
以來，香港的民主發展迅速。如果中央沒有誠意，香
港的民主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成就。
比較起來，英國單是普及選舉權就經歷了150年，法
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5年，美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4

年。若香港在回歸後的20年就可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
史新跨越，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範例。
習近平指出，普選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發展

民主要「服水土」，就像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的腳
才能感受到。這是一個淺顯通俗又十分深刻的道理。一
些國家盲目地或在西方壓力下削足適履照搬西方普選模
式，結果頻發水土不服的症狀，造成社會動盪、經濟衰
頹的惡果，隨手拈來的例子就有埃及、泰國、烏克蘭
等。香港的民主政治要符合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香港
最大的實際就是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首先要考慮的就
是有利於維護中央和香港的憲制關係，有利於國家統一
和領土完整，有利於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實際上，香港發展民主要「服水土」，最根本的就是
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
既要對香港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央負責，是中央與香港
關係的樞紐。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得到中央信任，才能
維護中央與香港的良好關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可見，行政長官人選須
愛國愛港，得到中央信任，天經地義。
人大決定與基本法的規定，為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構

築了堅實的法治軌道。這些都是憲制性的法律，必須
得到尊重和嚴格遵守。在香港特區制定的任何選舉辦
法都不能違反這些法律。

三、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
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作為國
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內
容。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
善，全力支持香港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在謀劃和推
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積極推
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流合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
供堅強後盾。
習主席曾經指出：「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對一個

國家、一個地區來說，和諧穩定是福，動盪折騰是
禍。」香港回歸17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充分證明
了這一歷史經驗：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全體香港同
胞之福，香港的動盪不安是全體香港同胞之禍。
古今中外無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因

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違法活動就屈服，那只會換來
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如果這樣，香港將永無寧
日，國家將永無寧日。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中
央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
置各種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活動，不容許任何激進違
法活動搞亂香港，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
反對派須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切勿以為威脅發動

激進違法的活動，就可以迫使中央在人大決定後作出
改變。中央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
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也是為了維護香港
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本系列文章已刊完）

「三個堅定不移」是中央對港一以貫之基本方針政策
針對白皮書發表與人大決定之後，香港有些人擔心中央政策會不會變，習近平主席會見香

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發表的重要講話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

變。中央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

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三個堅定不移」是中央對港一以貫之的基本方針政

策，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揮香港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就必須堅持「三個堅定不移」，這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符合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習近平主席會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重要講話系列解讀之三

對兩子信心足 退休無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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