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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四十五天

「團結香港基金」聚力造福市民
董建華：「佔」傷社會應速撤 憂政改若原地踏步爭拗無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
行政長官董建華牽頭成立的
智 庫 組 織 「 團 結 香 港 基
金」，昨日舉行成立典禮。
出任基金會主席的董建華表
示，香港當前最迫切的挑
戰，是政改爭議及其所引發
的「佔領」行動，他批評
「佔領」對社會造成很大傷
害，不可能長時期任由社會
秩序受破壞及有法不依，呼
籲「佔領」者盡快和平結束
行動，並強調「時間，是不
會等你們的」。董建華又
指，倘政改原地踏步，香港
將會陷入沒完沒了的爭拗，
基金會期望集合力量，攜手
做好香港，造福市民。

「團結香港基金」昨晨在灣仔會展舉行成立典
禮，並宣布88名基金會顧問名單，逾300

名政商學界等猛人出席（見另稿）。董建華以「薈萃
智慧 做好香港」為題發表演講，指香港除了海港之
外，沒有其他天然資源，但香港能做到全民就業，法
治、低稅制、醫療及教育等公共服務的質素，都是其
他國家和地區所羨慕，「我們不應該矮化自己」，認
為在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做得不錯。

冀成有信譽有規模民間智庫

他指出，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齊集所有人才，成立
智庫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匯聚香港最出色的思想和智
慧，倡導解決問題的新思維，形成公共政策建議，提
供給政府及社會考慮，日後的研究成果會公開、透
明、完整地呈現，以鼓勵公眾參與討論，凝聚共識。
他指出，香港目前只有33個智庫，希望基金會可成為
有信譽、有規模的民間智庫，為香港未來作出貢獻。
董建華說，香港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是政改爭議及其

所引發的「佔領」行動，指面對爭議有兩個選擇：一
個清楚的選擇，是通過政改方案，令2017年全港500
多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然後根據第一次
普選經驗，按照香港基本法進一步完善政制發展，
「2017年全民普選特首，是自從1997年回歸以來，
最令人振奮的歷史時刻。」

港若陷內耗 勢不進則退
第二種選擇是原地踏步。他指出，原地踏步並不只

是停滯不前，更可能導致不斷倒退，「全港可能有沒
完沒了的抗爭、內耗，在這情況下，香港可以不倒退
嗎？」
董建華表示，「佔領」行動已對香港造成大傷害，

經濟已開始加速下滑，社會兩極化、法治精神嚴重受
損，「佔領」行動亦大面積擾亂市民生活，民間怨氣
愈來愈大。他以早前逾180萬市民簽名反「佔中」為
例，指「佔領」者不可視而不見，一意孤行，重申特
區政府希望和平結束「佔領」行動，但亦不可能長時
期任由社會秩序受破壞及有法不依。
他又說，特區政府願意向中央提交民情報告、成立

多方平台，已釋出最大善意，加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
中，可就提名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投票方式等，盡量
增加民主成分。因此，他呼籲「佔領」者及反對派結
束「佔領」行動，「你們為爭取民主付出很多，但全
港市民亦被迫作出更大的付出。」

「不可為追求民主而破壞法治」
董建華指，香港的奇蹟從來不靠運氣，香港的司法

制度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指司法獨立、法治精神不容
侵犯，不可為追求民主而破壞法治，重申「佔領」是
違法行為，「法治精神得來不易，我們一定要珍

惜。」
董建華總結時談及基金會今後的工作部署，指目前

最迫切是要令政改獲得社會支持，令政改能夠順利在
立法會通過，並製造條件促使「佔領」行動盡早和平
結束；另一個優先處理的，是年輕人面對的困境和訴
求（見另稿）。
至於中長期的需要，基金會將按照先後緩急，定

出優先次序，於明年開始進行學術研究，再將建議
推介給政府和社會。他期望，基金會有助撥開籠罩
香港的霧霾，讓大家看清前路，構思明天，想像未
來，「凝聚我們集體的力量，攜手做好香港，造福
市民。」

優先處理年輕人困境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結香港基金會」

主席董建華昨日表示，明白年輕人不滿缺乏向上流動
的機會，基金會將會優先處理年輕人面對的困境和訴
求，盡早開展學術研究、論壇等，吸納年輕人的意
見，並會協助從政人才的培訓工作。他又指，倘港人
不好好把握國家發展的契機，損失的會是香港，而非
內地。

籲把握契機 為經濟注動力
董建華昨日在典禮致辭時指出，香港面臨的挑戰包
括香港與內地關係，指香港與國家血脈相連，國家發
展機遇規模之大，是人類發展以來未出現過。他笑
言，自己經常把「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
好」掛在口邊，香港確實要把握好國家機遇，「香港
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如果能把握好這個歷
史契機，將為香港經濟發展不斷注入動力，年輕人有

大量向上流的機會。」
董建華坦言，香港有些人對國家認識不深，指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5年，是一個年輕的國度，立國時百
廢待舉，而過去幾十年在經濟、社會等方面有長足進
步，令14億人民感到幸福和驕傲，「如果香港有人未
感受到這份幸福和驕傲，那是因為他們未給自己多一
點機會，去認識國家和民族。」

冀年輕人認識國家 引以為傲
他又指，現在全世界奔向中國，「如果香港人不好

好把握國家發展的契機，損失的會是香港人，不是中
國。」他明白對國家的認同感不能強加於人，必須讓
年輕人透過認識國家，自發以國家為傲。
董建華說，大學生不滿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沒

有就讀大學的年輕人，更加看不到出人頭地的一天，
又指樓價高企，令年輕人擔心辛勤工作多年也買不到

樓，他完全明白這些訴求。但他表示，這些問題不止
是香港面對，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問題，而香港樓價貴
是本港土地嚴重不足的問題，認為特區政府近年已高
度正視問題。
他指出，去年香港經濟有4.8%增長，以成熟經濟體

系來說，是相當不錯的，認為經濟要持續增長，要不
斷有新的動力，特別是能夠提供高端就業機會的新經
濟活動。
他認為，今天創業的不是靠資金，而是科技和創

新，而由於內地財富不斷增加，導致對藝術品、美食
等消費方面的需求，都急速提升，凡此種種都為年輕
人就業和創業，提供了新天地。
董建華強調，基金會將優先處理年輕人面對的困境

和訴求，期望將香港建設成為創新、創意、創業的社
會，盡早展開學術研究、論壇、會議等，吸納年輕人
及持份者的意見。
他又表示，基金會將協助從政人才的培訓工作，指

香港不同領域都人才輩出，唯獨從政人才培訓還需加
大力度，倘年輕人有興趣了解政府政策的制定，基金
會歡迎他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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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結香
港基金」選用綠底白字的「好」字作為標
誌，原來大有玄機？基金會主席董建華介
紹指，以「好」字作為基金會標誌，是希
望男、女牽手合作，團結香港，更是因為
「藍（絲帶）加黃（絲帶）變綠」，期望
香港各界可以融合意見，又指倘反對派有
意參加，可以商討。
基金會發出的新聞稿指，以「好」字為

基礎是因為社會由男女組成，香港正面對
很多不同轉變，各階層出現撕裂和對立，
將彼此距離拉遠，因此基金會選用「好」
字作為標誌，「好」字裡的「女」和
「子」手牽手，寓意香港人攜手縮窄分
歧，言歸於好。

「攜手做好香港We are one」重建互信
至於以「攜手做好香港 We are one」為

口號，董建華說，是希望社會能夠重建互
信、團結香港，做好香港，讓香港繼續成
為大家的驕傲。
有份參與設計的新世界執行董事紀文鳳

笑言，選用綠色是「冥冥中自有主宰」，
希望以中立、包容的角色，重新團結港
人。她坦言，對社會撕裂分化感到心痛，
希望基金會可令大家「坐低慢慢傾」。

社會如練肌乳酸期
鄭家豪：過後更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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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
結香港基金」昨日在會展舉行成立典
禮，本港政商學界猛人雲集。基金會共
88名顧問，包括3位名譽顧問，分別是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前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及國學大師饒宗
頤，並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鄭維健、前
港交所主席李業廣擔任理事，負責基金
會運作。
基金會是名副其實的「香港營」，部
分顧問更是董建華擔任特首時的高官，
包括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前財政司長梁
錦松、前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前金管
局總裁任志剛等。政界方面，包括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全國政協常委戴德
豐、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等。

「牛下女車神」膺最年輕顧問
基金會不乏商界巨頭，包括阿里巴巴

集團主席馬雲、九倉主席吳光正、電訊
盈科主席李澤楷、瑞安房地產主席羅康
瑞、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何超瓊、銀河
娛樂副主席呂耀東、麗新集團主席林建
岳等。
來自教育界的顧問包括前港大校長徐

立之、前中大校長劉遵義等；多名前任
及現任的精英運動員，包括單車代表黃
金寶、「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前武術
代表鄭家豪等，今年27歲的李慧詩更是
最年輕的顧問。

「全世界找人」講心非看年齡
董建華說，馬雲是他的好朋友，所以
邀請對方出任顧問，而且他在創新科
技、創業方面有相當成就，香港未來要
在創新、創意、創業方面發展，又說基
金會「會在全世界找人」。

對於有指基金會成員的平均年紀達70歲，董建華
坦言，雖然成員年紀大，但認為服務香港「在乎
心」，就像自己一樣，時常用腦，與年輕人一樣愛
追求知識，對事物好奇，「年紀大但仍然很優秀，
身體都很好……有時唔一定只睇年齡。」
他又指，需要對政府運作有經驗的人加入基金

會，但由於現職官員不能擔任顧問，故須邀請已退
休公務員、大學校長等，強調成員中不少是新面
孔。他笑言，成員的實際平均年齡只有50多歲，基
金會將開放予年輕人加入研究。

關心港長遠發展 非因誰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結香港基金」共
88名顧問，如主席董建華所言，當中不乏年輕新面孔。
基金會顧問、前香港武術代表隊運動員鄭家豪昨日主動
接受傳媒訪問，指現時社會就好像運動員鍛煉肌肉的乳
酸期，過後就可以變得更加健壯，但若果處理不當，就
會令肌肉勞損，他加入基金會是希望將團結精神分享。

鄭若驊：凝聚一起港變更好
另一基金會顧問、資深大律師鄭若驊說，很高興可

以加入，認為基金會的成立時間，正是社會需要團
結，希望在法治精神下，社會互相溝通，達至團結效
果，又說香港有很多軟實力，凝聚一起就可以令香港
變得更好。
董建華昨日多次表示，基金會優先處理青年人問題，

確實所言非虛。董建華在典禮致辭完畢後，隨後上台發
表演講的不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講者，而是香港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
李浩然，及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張澤松。

李浩然倡「四岸十六地」大經濟區
李浩然說，香港年輕人需了解「一國兩制」，從而知

道香港如何自處和定位，指香港與內地既有競爭，也有
配合，如何配合內地發展將是香港需要思考的問題，又
認為香港有獨特地理優勢，將來可由「兩岸四地」發展
為「四岸十六地」的大經濟區域概念。張澤松則指，香
港年輕人不滿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認為他們可多循創
新科技方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坊間一直盛傳「團結香
港基金會」是為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參選2017年特首造
勢，曾以「好有想像力」回應有關揣測的董建華，昨日
再被問到同一問題。董建華表示，基金會無想過有關做
特首或不做特首的問題，這亦不是基金會的責任。
他指出，昨日論壇演講涉及法治、經濟、社會發展等

範疇，凸顯基金會關心香港長遠發展，這是基金會的工
作，該會明年第一季會探討兩地融合帶來的挑戰和機
遇，目標是為香港中、長期乃至短期問題，出謀獻策。

■董建華牽頭成立的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
昨日舉行成立典禮。他表示，基金會期望集合力
量，攜手做好香港，造福市民。 彭子文 攝

■董建華表
示，基金會將
會優先處理年
輕人面對的困
境和訴求，盡
早開展學術研
究、論壇等，
吸納年輕人的
意見。

彭子文 攝

「團結香港基金」成員名單
主席
董建華
名譽顧問
楊振寧 楊鐵樑 饒宗頤
理事
梁愛詩 鄭維健 李業廣
顧問（共85人）
孔美琪 李垂誼 施榮懷
王于漸 李浩然 范徐麗泰
任志剛 李國章 唐英年
伍穎梅 李焯芬 夏雅朗
何偉傑 李業廣 徐立之
何超瓊 李慧詩 馬 雲
何鉅業 李澤楷 馬豪輝
何漢權 杜珍妮 張伍翠瑤
吳光正 汪明荃 張信剛
吳秋北 狄志遠 張 磊
吳祖南 周永新 張澤松
呂耀東 林建岳 梁紀昌
岑 濬 林浣心 梁智仁
李宗德 林煥光 梁愛詩
梁錦松 黃金寶 鄭李錦芬
盛智文 黃紹開 鄭若驊
莫健榮 黃傑龍 鄭家豪
莫樹聯 楊紹信 鄭維健
郭琳廣 楊鼎立 鄭慕智
陳志海 雷鼎鳴 盧寵茂
陳俊濠 廖秀冬 霍啟剛
陳南祿 廖柏偉 龍炳頤
陳振彬 管浩鳴 戴希立
陳祖澤 蒲祿祺 戴德豐
陳智思 劉炳章 羅范椒芬
陳萬聯應 劉遵義 羅康瑞
湯恩佳 蔡冠深 釋衍空
馮國經 蔡曉慧
黃永光 鄭志剛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製表：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