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應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女
王伊利沙伯二世邀請，習近平主席19日啟程對英國進
行國事訪問。20日出版的《南方日報》發表題為《開
啟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的評論文章指出，這是
10年來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必將
在中英關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新篇章；同時也是中
國面向歐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必將對中歐關係
的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文章說，自2004年中英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
來，中英雙邊關係穩步發展，英國正成為西方國家
發展對華關係的「新典範」。今年是中英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第二個10年的開局之年，兩國關係正站在
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起點上，迫切需要兩國領
導人制定新的規劃、樹立新的目標、達成新的共
識。這正是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英國的重要目的，

正如他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所說：「期待着同英國
領導人和各界朋友共商兩國關係發展大計，為今後
一個時期中英關係繪製路線圖，為兩國各領域務實
合作注入新動力，共同開啟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的『黃金時代』。」
開啟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既是兩個國家的共同

願望，也是水到渠成的應然產物。過去10年，中英兩
國已經建立了總理年度會晤、戰略對話、經濟財金對
話、高級別人文交流等幾十個對話機制，就雙方關切

的重大事務保持密切、及時、充分溝通，兩國關係的
穩定性和成熟度前所未有。兩國經濟合作日益緊密，
人文交流空前活躍。
文章認為，開啟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既要看到

兩國雄厚的合作基礎，也要看到廣闊的合作前景。習
近平主席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明確表達了對中英合
作前景的希冀——「中國期待着同英國在更大範圍、
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開展合作。」當前，英國政府
制定了基礎設施改造升級、打造「英格蘭北部經濟中

心」、「英國工業2050戰略」等宏大計劃，這與中
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製造2025」、
「互聯網+」等有很多合作契合點。同時，我們也要
看到兩國經濟合作具有新的互補性。總之，只要雙
方秉持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理念，就一定能擴大合
作範圍、提高合作水平、深化合作層次。
文章強調，開啟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既有助於

中英兩國關係發展，也有助於帶動中歐關係發展。英國
是歐盟重要成員國，中英關係同中歐關係相輔相成。我
們相信，中英關係新發展必將為中歐關係全面推進注入
新動力，為促進中歐四大夥伴關係建設作出新貢獻。
文章最後表示，我們期待並相信，這次為開啟中英

關係「黃金時代」而往的里程碑式訪問，一定能成功
打造中英關係新格局、繪製兩國關係新藍圖、開闢務
實合作新前景、樹立國際合作新典範。

南方日報：
開啟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

英國各界對習近平的來訪報以熱切期待。
英國各大主流媒體19日的版面充滿關於

習近平訪英和關於中國的報道。英國《金融時
報》發表社評，對英國隆重歡迎習近平表示贊
同和肯定。社評稱，習近平抵達英國，將開啟
英國多年來最重要的外交來訪行程。此次訪問
必將標誌着英國從根本上重新校準自己的大國
關係。
社評還提到，中英在政治制度、外交聯盟、
人權等領域的分歧客觀存在，但兩國間潛在的
商機規模意味着英國本周應該展開最紅的紅地
毯歡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英國《每日電訊報》整版刊登了關於中國領

導人對英進行國事訪問的全面專題報道。該報
還羅列出中英雙方將會達成的諸多協議，全篇
體現出對中國領導人訪英的友好開放姿態以及
殷切期待。

美媒：力圖涉足中國金融業
英國廣播公司BBC官網發表《中國與奧斯本
主義》一文。文章把現任英國財長喬治．奧斯
本針對中國「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擾，全力推進
經貿合作」的特殊政策稱為「奧斯本主義」。
中國的經濟發展被奧斯本視為英國不容錯過的
重大機遇。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就習近平訪英和中英

關係採訪了英國華威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
教授蕭恩．布雷斯林。布雷斯林認為，英國積
極接觸中國，有着直接而清晰的目標和議事日
程，那就是成為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對中國最為
開放的國家。布雷斯林指出，英國政府希望藉
此訪達到增加對中國的出口、力圖涉足中國的
金融業等幾大目標。
美國《僑報》19日文章指出，英國打破僵

局，以首個西方國家的身份加入亞投行。一切
都表明，倫敦正以積極姿態對北京展現極大善
意。與此相對的，此次習近平不同於之前一次
訪問多個歐洲國家，而是採取「點穴式」訪

問，足見對英國的高度重視。

星媒：三腳鼎撐起中英關係
新加坡《聯合早報》20日文章稱，事實上，

中英關係近10年來有了長足發展。中英關係就
像中國最重要的青銅器物種之一「鼎」一樣，
鼎有三足，政府間溝通、人文交流、經貿往來
正是中英關係這座「鼎」的三隻腳，共同撐起
中英關係。
文章提及2012年英國啟動關於「將倫敦建設

成為人民幣業務中心的計劃」一事，認為這表
明中英關係進入一個「黃金時代」，為兩國在
未來十年建立強勁的政治、經濟、金融、貿
易、投資關係以及人文交流提供平台，中英黃
金十年將折射國際關係體系的新變化。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展開對英國的「超級國事訪問」，
並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努力推動中英關係邁向新台階。
深化中英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時代發展
潮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英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利益共同體，習近平此次訪英，開啟了中英全面戰略伙伴
關係的新篇章，為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各國合作提供示範，
充分體現不同制度國家放下分歧、互利共贏的外交新思
維，必將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新的貢獻。

習近平偕夫人彭麗媛訪問英國，獲得英國最高規格的禮
遇，包括鳴放禮炮103響、習近平在菲臘親王陪同下檢閱
英國皇家騎兵衛隊和儀仗隊，英女王及菲臘親王親自陪同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登上皇家馬車前往白金漢宮。習近平
在國會發表演說，成為首位到英國國會演說的中國領導
人。此次習近平不同於以往一次外訪多個國家，而是單獨
訪問英國，足見對發展與英國關係的高度重視。中英雙方
採取前所未見的高規格外交往來，展示中英雙邊關係進入
「黃金時代」。

更實質的是，中英交往和經濟合作日益緊密，英國成為
歐盟內第二大對華投資國、中國在歐盟內第二大貿易夥伴
和投資目的國，中國是英國在歐盟外第二大貿易夥伴。據
報道，習近平訪英期間將簽300億英鎊大單，涉及零售、
能源、金融服務、航天等產業領域，將至少在英國創造數
千個就業崗位。事實上，兩國經濟合作具有新的互補性，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高鐵、核電、汽車等一大
批產業和裝備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中國與英國開展產能和
製造業合作有強烈意願；英國在金融業、服務業等領域具
有傳統優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可以運用其獨特優

勢，在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融市場現代化和全球化方面
發揮積極作用。中英建立強勁的商業、金融、貿易、投資
關係交流合作平台，有利於增進兩國互信，構建切合彼此
利益的共贏之道。

中英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
各自獨特的貢獻。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
擁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英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
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和莊嚴責任。不可否認，兩國在政治
制度、意識形態、外交聯盟、人權民主等領域的分歧客觀
存在，但重要的是，雙方能夠秉持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理
念，放棄零和博弈的思維，共同致力擴大合作範圍、提高
合作水平、深化合作層次。習近平訪英前接受路透社採訪
時表示，「英國曾說將成為對中國最開放的西方國家。這
是具遠見及策略性的選擇，完全符合英國自身長遠利益。
中國期待和英國有更廣、更高、更深層次的往來。」

英國率先打破僵局，在西方大國中第一個表態加入亞投
行，在發達國家中第一個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成立中國
在亞洲地區以外的首個人民幣清算中心。英國以實際行
動，展示對發展與中國合作的極大誠意，也為自己爭取到
巨大的發展機遇。中英加深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展示成功
打造大國外交的典範，對引領其他歐洲國家參與中歐合
作，繼而推動中國與全球合作的發展，對全球和平穩定發
展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訪英推動中英關係邁向新台階，香港與英國關係
密切，必須抓緊中英合作新形勢的龐大機遇，發揮優勢，
開拓香港各行各業大展拳腳的空間，為促進香港發展提供
源源不絕的新動力。

習近平訪英開啟大國外交新篇章
公立醫院醫生因未能跟隨高級公務

員獲額外加薪 3%，今日以靜坐表達
不滿。公院醫生曾經跟隨高級公務
員減薪，如今卻不能比照而加薪，
難免感覺不公平。公院醫護人員工
時長、壓力大，合理加薪當然有助
提升士氣。目前，公院醫生薪酬調
整並無與公務員掛鈎的機制，當局
有必要與醫護人員加強溝通，妥善
安撫情緒、適當照顧利益、增進互
信理解，避免事件對公共醫療服務
造成不良影響。

醫管局成立 25 年來，一直未制訂
醫護人員薪酬架構表，轄下員工薪酬
都是參照公務員的薪酬處理。2009年
高級公務員按薪酬趨勢減薪5.38%，當
時醫管局的員工包括醫生在內，跟隨
公務員減薪。如今，高級公務員獲額
外加薪 3%，公院醫生卻「齋睇冇
份」，產生不滿情緒人之常情，採取
行動表達意見亦不難理解。而且，近
年公立醫院人手緊絀，工作量繁重，
尤其前線醫護人員普遍處於超負荷工
作狀態，人才流失問題突出。若能通
過適當合理加薪提振前線員工士氣，
當可穩定人心，留住優秀人才在公共
醫療系統服務，保障公立醫院的服務

質素。
然而，目前外圍經濟持續不明朗，

本港面臨不小的挑戰，公營機構員工
劃一要求向公務員加薪看齊，政府勢
必要增撥額外資源，無疑會加重財政
負擔，進一步推高本港人力成本；況
且一旦公立醫院人員得以加薪，其他
資助和公營機構難免跟風，引發「連
鎖效應」，令公營和資助機構薪酬與
公務員體系脫鈎的改革前功盡棄。現
時公院醫生薪酬並沒有規定一定要與
公務員掛鈎，相關加薪缺乏制度支
持，按政府加減薪例一開，恐怕會引
發新的爭議和混亂。因此，在現有機
制與現實需要之間，找到適度兼顧的
薪酬問題解決方案，是政府和醫管局
應負的責任。

本港大多數市民依賴公共醫療服
務，若公院醫生加薪風波不能及時妥善
解決，難免會影響公共醫療服務質素，
對市民看病就醫造成不便。醫管局應積
極與業界展開溝通，重視前線醫生的訴
求，主動和政府研究協商，在不違反原
則的前提下，積極尋求可行的方式，
爭取額外資源，盡力改善醫護人員的
待遇，保持公立醫院的穩定運作。

（相關新聞刊A12版）

加強溝通 妥善化解公院加薪風波

英媒：不容錯過中國發展大商機
高度關注習訪問 稱英重新校準大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當地時間19日晚抵

達英國首都倫敦，開始對英國進行國

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10年來首

次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次訪問堪

稱一次「超級國事訪問」，境外媒體

對這次習近平訪英予以高度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習近
平展開對英國國事訪問，中英雙方的
經貿合作安排成為重中之重，外界形
容價值數十億英鎊的中國對英投資計
劃，將引領中英雙邊關係進入「黃金
時代」。有香港經濟學者認為，習主
席訪英對中英具有重要和積極意義，
意味雙方合作走上共同發展的新台
階，又認為香港必須抓緊中英合作下
的龐大機遇。

劉佩瓊：中英合作走上新台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經濟學會

顧問劉佩瓊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近年歐洲經濟持續疲弱，自然希望
靠中國的投資來找出路、求「翻身」，
故英國今次積極安排習主席到訪，具有
重要和積極意義，意味中英合作走上共
同發展的新台階，「中國是經濟發展火
車頭，英國不顧美國反對也堅持要加入
亞投行，可見英國不斷向中國示好，令
雙方的合作空間更大。」
劉佩瓊指出，中國每年在英國投資

近千億美元，其中包括引進資金協助
中國企業在服務貿易方面的發展，對
英國來說有很大吸引力，加上習主席
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令英國有需
要提高對中國市場投資的積極性，
「英國與美國不同，她沒有軍事擴張
的野心，而是以坦誠開放的態度與中
國合作，這對她的經濟發展十分有
利。」

施榮懷：國家支持香港必受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懷認為，今次習
近平訪英獲極高規格接待，反映英國
希望在各個領域，加強與中國的經貿
合作安排，「現在哪個國家不想和中
國做生意？」他指出，從香港角度來
說，中英合作對香港帶來極大好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金融、
服務、物流以至法律等方面，都處於
世界頂尖水平，而香港最大的優勢是
既與國際接軌，亦有國家在背後支
持，因此中英加強經貿合作，香港定
必會受惠其中。」

習習 近近 平平 訪訪 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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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當地華人舞龍歡迎習近平訪英。 路透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彭麗媛伉儷於倫
敦當地時間前晚抵達英國訪問，受到外媒
高度關注。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