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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四領域推動中美關係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中美交流基金會2014年年會開幕辭全文

今天下午，我們齊聚一堂，慶祝中美交流基金會成立
7周年。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基金會成立的背
景。生於上海，長於香港，並在美國度過了9年時光，
我受中美兩國影響甚深。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擁抱中
國的價值、文化和傳統。我也欣賞美國開放、創新、競
爭等觀念，以及他們巨大的活力與成功。我一直在思
考，如何幫助中美關係的發展。

匯聚各界精英 搭建兩國橋樑
從1979年中國和美國恢復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兩國
的關係儘管有高低起伏，但一直保持向前發展，這是當
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8年1月28日，在一些香
港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下，我成立了中美交流基金會，並
以下述作為宗旨：中美交流基金會確信，對於中美這個
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言，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其成功
發展的基石。我們希望通過促進中美兩國的決策者、商
界領袖、學者、智庫、文化傳播者和教育者之間開展坦
誠和建設性的交流，搭建兩國間的橋樑。
成立近7年來，中美交流基金會，在推動兩國關係方
面卓有成效，並得到了北京與華盛頓認同。每年圍繞這
個目標，我們在4個不同領域支持20多個項目。

支持廿多項目 促互訪與交流
首先是教育專案。我們積極支持中美間的學生交流，
從中學到大學和研究生。我們也支持學者之間的交流。
其次，我們支持開展互訪與交流項目，包括兩國議員

之間的互訪。我們每年組織多個來自全美各地的媒體人
士訪問中國。我們也邀請美國各州的官員和州議員訪

華。
第三，我們鼓勵兩國精英人士在不同領域開展對話。

比如，我們與美國的合作夥伴一道，支持了中國共產黨
的高層與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高層進行對話。現在，
這一對話已經進行了多年，通常在北京、華盛頓，也可
能是兩國的其他城市進行。首次對話是2010年4月在北
京舉行，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因為此前中美間從來沒有
黨與黨之間的對話。再如，兩國退伍的高級將領進行對
話的「三亞倡議」，也是每年一次，在中美兩國輪流進
行。當他們 2008年2月第一次在海南三亞見面時，也非
常具有歷史意義。最後一個例子是，我們還支持美國的
研究夥伴來研究如何解決美國售台武器的問題。
第四，我們還就一些重要和熱議的課題發布研究報

告。我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項研究是在2012年初就檢視未來中美經貿合作

前景發布的研究報告，題目是《未來十年的中美經貿關
係：邁向更加密切和互利之路》。這是一個中美共同開
展的大型研究項目，探索兩國間日益相互依存的經濟關
係如何能加深各個領域的聯繫與互利關係。研究結論是
中美兩國政府應該在氣候變化、簽訂投資協議、放寬簽
證政策等方面加強合作。

兩國共同研究 合作成功更多
我們開展的第二個研究是與我們的夥伴，美國大西洋
理事會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關於由現時到2030年
的世界大趨勢、如何影響兩國，以及兩國應該如何合作
以應對全球性挑戰。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如果兩國能共
同努力，成功的機會要比單幹大得多。

第三個也是與中美智庫的合作研究，美方是美國進步
中心，中方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探討中美建立新型
大國關係對兩國人民意味什麼，以及如何推動這一關
係不斷向前。
第四個研究項目是我們支持華盛頓的彼德森研究所開

展建立中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研究。
這裡的每一項研究都建立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上，我們
希望以此說明，為什麼中美兩國應該按照兩國首腦在
2013年6月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確定的建立新型大國關
係這一方向前進。我們在中美兩國發布這些研究報告
時，深受歡迎。

經貿關係建議 習奧會體現成果
我想特別一提的是，我們在《未來十年的中美經貿關
係：邁向更加密切和互利之路》報告中的一些建議，在
11月12日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的會晤成果中都有
體現。
基金會實施的每一個項目，我們都力求對中美關係產

生短期或長期的積極影響。我們尤其注重項目的高質
素，並確保達到預定目標。
凡此種種，我在這裡想向中美交流基金會精幹的團

隊，以及向基金會提供了絕大部分資金支援和寶貴時間
的香港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我也非常感謝幫助我們成
功的在北京和華盛頓的合作夥伴以及顧問們。

港缺中美專家 仰賴朋輩支持
當我第一次開始考慮在香港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會時，

我意識到，在香港缺乏了解中國對外政策和美國對外政

策的專家，遑論了解中美關係了。
今天我們之所以得以實現成立基金會的初衷，得益於

香港有數以千百像我這樣的人，我們有海外生活經歷，
或有很好的人脈關係。我們對外國的歷史、文化和政
治，以及貿易和商務有深刻的了解。對我來說，這些了
解美國的朋友們，是我可以仰賴的巨大的資源。
推動中美關係，不但對中美兩國有利，也對香港的長
遠發展有利。我很高興，我和我的同事們有這個機會為
之奮鬥。今後我們會加倍努力。

港有獨特優勢助世界了解華
香港有獨特的優勢。不僅可以成為中美之間的橋

樑，還可以成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在中國和平崛起的
過程中，我們有獨特的能力，向全世界解釋中國的文
化，價值觀，歷史以及中國如何實現其發展目標，或是
中國如何通過推動世界和平和共同繁榮來實現國家的夢
想。同時，當然這是相向的。香港亦可幫助中國了解世
界。
在香港，我們有許多正能量。中美交流基金會的工
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在回首過去取得的成功
時，也要看到我們面臨一些新的挑戰，社會貧富不均、
年青人向上流動困難、房價過高以及當前的政改問題等
等。我們不應該將精力無謂地消耗，我們大家應該坐下
來， 我們應該團結一致，我們應該能尋找到既能為多
數人所接受，又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解決辦法。事實上
香港有優勢，有經濟實力及背靠強勁的內地經濟，只要
我們把精力投放在這方面，一定能夠達到目標。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於2008年創
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首
屆年會和論壇，探討中美關係。基
金會主席董建華表示，中美關係是
現今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提升
中美關係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對
香港的長遠利益也有好處。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表示，中方提出
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主要是
想避免歷史上，新興大國與既有大
國往往發生對抗衝突的情況，絕非
某些人認為尋求中美共治的企圖。
中美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首屆年
會，並以「中美經濟展望──邁向
更深層次的互惠合作」為題舉辦論
壇，由基金會副主席、馮氏集團主
席馮國經主持，主講嘉賓包括在
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美國紐
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米高斯彭思，國
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香港中文
大學前校長、經濟學家劉遵義，約
300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席。基金會晚
上設宴，由張業遂大使致辭，講述
國家的外交政策。

基金會成效 北京華盛頓認同
董建華在致辭時介紹基金會工
作，指該會在推動中美關係方面卓

有成效， 並得到了北京與華盛頓認
同，而每年圍繞4個不同領域支持
20多個項目，包括教育專案、支持
互訪交流、鼓勵兩國精英對話，及
就重要和熱議的課題，包括未來中
美經貿合作前景，建立中美自由貿
易協定的研究等。推動中美關係，
不但對中美兩國有利，也對香港的
長遠發展有利。
米高斯彭思表示，中國的經濟體系

越來越開放，對美國既是挑戰，也是
機遇：中美可透過互相支持，互惠互
利，繼續共同發展大國經濟。
他透露，在北京上月舉行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APEC）前，他個人對會
面成果不寄厚望，「總覺得中美兩國
會有多少爭吵，例如就軍事武器、網
絡問題等。」不過，APEC令雙方
「好多了」，「大家都走對了軌。」

合作空間大 先行供他國借鏡
米高斯彭思指出，美國經濟是靈

活的經濟體，有強勁的科技產業，
不斷推動經濟發展。而網絡經濟的
影響逐漸加大，但仍未有很好的規
範和控制。他認為中美兩國在這方
面的合作空間很大，可以起到先行
者的作用，為其他國家提供經驗。
劉遵義表示，內地的中產階級不

斷壯大，需求增加。中美兩國之間
應促進更多自由貿易，減低關稅，
又認為內地在多個產業雖有產能過
剩的問題。但其他方面的潛力仍有
待發掘，例如中產家庭消費、保健
設施等公共商品消費，以及公共交
通設施基建等，仍有很大需求。預
計未來數年，內地經濟增長仍可維
持7%以上。

免重蹈歷史 非中美共治

張業遂大使在昨晚的晚宴上致辭
時表示，中方提出與美國構建新型
大國關係，主要是想避免歷史上，
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往往發生對抗
衝突的情況，絕非某些人認為尋求
中美共治的企圖。
他坦言，中美內部存在對彼此戰

略意圖或發展方向的疑慮，指兩國
之間既有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也有隨關係發展出現的新問題，
以致戰略互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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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易）
香港每年有不少
外國領事館舉辦
國慶酒會，對於
日本、泰國等保
留君主制的國
家，君主生日便
是該國「國慶
日」。日本駐港
總領事館昨日舉
辦酒會，慶祝明
仁天皇 81 歲生
日。時逢日圓連
續大幅貶值，日本駐港總領事野田仁預期，年底前訪日
港人將由去年10%升至12.5%，主禮嘉賓之一的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迅速回應，「告訴你個好消息，
當中包括我和我家人。」

首9月訪日港人年增20%
去年訪日港人達75.6萬人次，10年來增幅超過57%。

受惠日圓大幅貶值，今年前9個月之訪日港人按年增加
20%至65.7萬人次。同期，訪港日本人超過81.4萬人
次。林鄭說到這裡，笑回頭望了眼野田，「所以我也
趁機去日本度了兩次假。」
除此之外，日本是香港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二大進口

來源國。去年香港進口日本食品及文化產品總額超過10
億美元（約77.5億港元），佔日本同類產品出口近四分
之一。同期超過370億美元（約2,868.4億港元）的日中
貿易經過香港進行，佔日中貿易總額12%。截至目前，
香港有超過1,400間日本企業，佔本港外企總數近五分之
一。

日行發點心債 顯港金融地位
而今年5月，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成為首間利用香港發

行點心債的外國銀行，林鄭認為，此舉顯示香港國際金融及離岸人
民幣中心地位。她又坦言香港面臨挑戰，但希望來賓相信，政府會
竭盡所能克服挑戰，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酒會開支龐大，領事館今年照例引入各縣市贊助，順便推廣當地

特產，包括鹿兒島鮮橙、和歌山梅酒等等，當中最受歡迎的要數沖
繩黑豬和宮崎牛，排隊等食的人龍龍尾延綿十餘米，來賓毫不減
興。

社創基金5,000萬募扶貧百計
盼3年育2,700創業家 給機會青年實踐創意

■中美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論壇，由(左起)馮國經、樊綱、米高斯彭思、劉
遵義主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扶貧委員會轄下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昨日公布首
批委聘的4個協創機構，首階段將撥款5,000萬元，
期望在3年內培育2,700名社會創業家和資助100個
創新扶貧方案。社創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張仁良表
示，期望透過跨界別合作，應對本港的貧窮和社會
孤立問題。

■林鄭笑言趁日圓貶值去日本度假兩次。
右為日本駐港總領事野田仁。 張易 攝

■社創基金公布首批委聘的4個協創機構。張仁良（中）表示，期望透過跨界別合作，
應對本港的貧窮和社會孤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婷 攝

4個獲委聘的協創機構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心苗(亞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和葉氏家族慈善
機構。張仁良表示，年輕人的創意不容低估，但苦無機會實行
意念，4家協創機構來自不同界別、各有所長，正好透過他們的
資源和網絡，帶領有創新扶貧意念的年輕人或其他人士落實心
中所想。

三成撥款「育人」其餘用作「諗計」
社創基金分為「能力提升」（訓練社會創業家）和「創新計劃」（協助

激發及推行創新意念）兩個工作範疇，由獎券基金撥款5億元成立，在扶貧
委員會轄下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督導下運作。
計劃首階段將撥款5,000萬元，當中30%投放於「能力提升」，另外70%
投放於「創新計劃」。預計2015年首季會正式委任4個協創機構，屆時才
會正式開展工作及落實細節，任期3年。目標培育出2,700名社會創業家，
激發出700個創新意念，資助當中100個有潛質的方案。參考外國數據，社
創基金專責小組預計23%的方案可正式推出，當中7%可持續發展。

商業顧問助扶貧意念「落地」
獲社創基金評為「擁有完善社會網絡」的社聯表示，會安排資深商業顧

問跟進項目進度一年，由如何成立社企、尋找服務對象、技術實踐等，全

方位支援有志者把扶貧意念「落地」。
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轄下「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則以設計、科
技、商業作為3大重點，在工商業界及非政府機構導師的協助下，落實扶貧
點子，例如市民在網上購買「代用券」，由協作非牟利機構贈予有需要的
人。計劃會以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士為對象，計劃在3年內訓練1,000人，推
出合共40個每項花費10萬元內的項目。
心苗（亞洲）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則會較集中於協助企業「能力提升」方

面，運用自身與社企合作的經驗及與商業上的網絡，協助成熟的社會創投
項目提升營商技巧，讓他們吸引資金擴展經營規模。
葉氏家族慈善機構則計劃3年間在兩間本地大學，合共開設9班有關慈善

創投的學分課程，透過由具社企背景的專業人士，分享服務及營商經驗。
學生亦可選擇與一家社企合作，協助探索其需要，並制定策略，爭取由葉
氏提供的25萬元資金。

董建華：提升中美關係對港長遠有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天文台於昨日下午發出今年首個寒

冷天氣警告，預料未來兩日天氣會進一步轉冷，提醒市民為禦寒做
足準備，特別是長者及慢性病患者。同時，天文台與長者安居協會
合作，將於本月下旬推出升級版「智安心」手機應用程式，加入各
區實時的天氣資訊，切合長者及顧老者的需要。
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長陳世倜表示，冬季季候風本周為香港帶來顯

著較涼的天氣，而且受一股強烈的季候風補充影響，預料未來兩天
的氣溫將持續下降，市區氣溫將降至12度或以下，新界再低一兩
度。他建議，市民應為即將來臨的寒冷天氣做好準備，長者或慢性
病患者要注意保暖，多穿禦寒衣服，亦要留意未來兩日天氣多雲，
有雨及比較大風，感覺會特別寒冷。

升呢「智安心」增實時天氣
天氣寒冷，長者更需要家人的關懷及照料。根據長者安居服務協

會的數字顯示，每當天氣轉冷，協會收到的求助數字就會上升一成
半至兩成。協會與天文台推出的加強版「智安心」手機應用程式，
將會加入實時天氣資訊，包括長者所處的分區天氣資料、濕度、紫
外線指數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協會行政總裁梁淑儀表示，現時約有1.1萬長者使用由他們提供的
「長者戶外支援服務」，使用者的家人或照顧者可透過智機手機查
閱「平安服務」，知道使用者的大約位置。她指，「在天文台的協
助下，我們在『平安服務』中加入『智安心』應用程式，使用者可
免費下載。程式的介面會顯示正生效的天氣警告圖示，例如是寒冷
天氣警告，當家人知道天氣轉冷時，可以查看長者的位置，通知他
們該區的氣溫，提醒他們多穿衣服。」
梁續稱，使用協會「平安服務」的用戶數目連年上升，而在寒冷

的天氣下，戶外支援服務更顯重要。她認為，「智安心」服務除了
能方便長者及照顧者的需要，還可以加強關心長者訊息。

入冬首發寒警 料明見12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