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及，要「深
化大陸和台灣地區合作發展，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
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
益。」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殷存毅昨日
在京表示，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以互利共贏方式深
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
企業受益，明確顯示大陸對台灣民眾的利益、對普通民
眾福祉的重視和關注。
殷存毅指出，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表明部分人

對兩岸經濟合作有懷疑甚至持反對態度，大陸將通過實
實在在的經濟利益，讓台灣民眾「有感」，這與近年來
大陸推行的重視「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下階層、
中南部民眾及青年）對台工作方針是一致的。
殷存毅表示，「互利共贏」是關鍵詞，是深化兩岸經

濟合作的基礎。他分析說，近年來，有台灣人士反映，
在兩岸產業合作中，競爭大於合作。這種提法是否準確
本身是個問題。但隨着大陸產業快速發展，原來台灣產
業技術上的優勢確實正在逐漸失去，再提「互利共
贏」，表明大陸會在合作中給予台灣產業界適當的關
懷，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不能只談台灣利益，不談大陸
利益。

台灣通：
大陸重視寶島民眾福祉

中央首提「提升香港地位和功能」
專家：給港人「定心丸」 強調兩地深化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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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
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勾勒
出2016－2020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藍
圖。海外專家學者指出，中國「十三
五」規劃恰逢其時，為中國未來發展指
明了方向。雖然中國實施「十三五」規
劃之路並非坦途，但相信中國面對挑
戰，仍能銳意改革，經濟社會穩步發
展。
據新華社報道，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

東方學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謝．馬斯洛夫
指出，過去5年，全球新的政治、經濟
挑戰不斷湧現。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貿
易景氣度下降，中國經濟也進入高速發
展後的瓶頸期。
馬斯洛夫說，過去已經習慣經濟高速

發展的中國人應理性看待中國經濟增速
放緩的事實，「有人把中國經濟增速放
緩視為危機，我卻不這樣認為，這只是
高速發展後的正常減速，不必大驚小
怪」。
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布拉姆說，中
國需要更加完整和平衡的新型增長模
式，而不是一味追求工業高速發展型增
長。「優先任務將是改善環境，發展高
效可再生能源和智能城市。」

從「中國製造」
轉向「中國創造」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坦言，中國面臨
新的挑戰，必須以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進行回應，要從「中國製造」向「中國
創造」轉變，同時推動服務行業、高附
加值產品的生產研發。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經濟學家利維奧．

里貝羅對即將邁入「十三五」的中國充
滿信心，「我認為中國對自己面對的挑
戰很清楚，也有足夠的政治空間來制定
經濟改革計劃，這將是一場全面改革，
也是完全可行的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說唱「神曲」《十三五之歌》近日面世
後，受到國際媒體關注。國際媒體普遍
認為，這個曲目旨在擴大「十三五」規
劃在海外的影響力，特別是試圖在海外
青少年中引起共鳴。
法新社的報道說，這段時長3分鐘的
神曲視頻「製作巧妙」，以押韻的節拍
宣傳「十三五」，在展示幽默感之餘也
在努力吸引海外關注。
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
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三五」規劃
的建議，外媒也關注該曲目對外公開的
時間節點。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視頻中「有老
款的大眾巴士，有民謠歌手，還有吉

他」。報道說，該曲目「帶着馬洛．湯馬
士（MarloThomas）《你我無拘無束做自
己》的情懷，或者是美國廣播公司推出的
動畫短片《校舍搖滾》的風格。」報道認
為，這個視頻將中國的宣傳風格「帶入新
時代」。
國際財經網站Quartz的報道說，曲目

歌詞不斷重複「十三五」，無疑是要加
深聽眾對「十三五」的印象。報道認
為，官方媒體對有關視頻的推介力度，
也會顯示出其對視頻的支持力度會有多
大。報道還同時列舉了2013年以來「復
興路上工作室」製作的所有視頻，並轉
載了《十三五之歌》的全部歌詞。報道
說，如果沒有配樂只看歌詞，該曲目傳
達的政治信息就會更為清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共中央十
八屆五中全會昨日
在北京閉幕。會議
公報表示，全會按
照黨章規定，決定
遞補三名少數民旅
的中央候補委員劉
曉凱、陳志榮、金
振吉為中央委員，
令計劃、周本順、
楊棟樑等10人被確
認開除黨籍處分。
三名新晉中央委員

均來自少數民族，其
中劉曉凱為苗族，現
任貴州省委常委、統
戰部長；陳志榮為黎
族，現任海南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金
振吉為朝鮮族，現任
吉林省委常委、政法
委書記。

一年10人除籍
改革後最多
同 時 ， 公 報 表

示，全會審議並通
過了中共中央紀律
檢查委員會關於令
計劃、周本順、楊
棟樑、朱明國、王
敏、陳川平、仇
和、楊衛澤、潘逸
陽、余遠輝嚴重違
紀問題的審查報
告，確認中央政治局
之前作出的給予上述
10人開除黨籍的處
分。被處分人數創改
革開放以來歷屆全會
的最多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昨天發佈

的公報中，關於「十三五」港澳內容雖然簡短，但首次提及「提升港澳

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頗有新意。全國港澳研

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對本報表

示，這一表述是中央給香港社會的一個「定心丸」，意味着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不會弱化，反而會提升。中央希望香港各界能

放下眼前短時的政治爭議，站在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和迎接香港與內地共

同發展的大格局。

記者注意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關
於港澳的表述，並未重申一些原則

性表述，而是具體明確地指出，要「深化
內地和港澳的合作發展，提升港澳在國家
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
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
促進和諧。」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屆五中
全會公報中，關於港澳的表述是「要堅定
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
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

指新說法是應有之義
「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

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的說法出現在中共
全會公報中尚屬首次。鄒平學指出：
「無論香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重視發
揮香港在整個國家建設發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始終是中央一個長期的戰略考量，
特別是當前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
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香港具備發揮
自己獨特功能和地位的優勢，這次全會
公報提出這一說法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題
中應有之義。」
這位涉港專家指出，香港在發展過程中
與內地的合作應該全面深化，這是一種合
作發展、包容性發展、雙贏式發展。從
「十一五」、「十二五」到「十三五」，
中央關於加強港澳與內地合作發展的闡述
越來越重，任務與目標也是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全面，這次公報的表

述是國家針對加強港澳與內地合作舉措更
清晰和全面的一種表達。
近期曾出現「香港在國家發展作用和地
位有所衰退和弱化」的說法，鄒平學明確
指出，這是一種錯覺。「從國家發展需要
來說，香港獨特的地位和作用不會有弱
化，而香港本身的結構轉型、改善民生、
經濟發展也離不開依托祖國內地發展的大
機遇。」這位學者認為，公報其實是給香
港社會一個「定心丸」，就是說從國家角
度來說，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不會削弱，反
而會加強。

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鄒平學強調，對香港社會而言，

香港各界要放下因為政改引發的過
度政治化的爭議以及所謂的「去中
國化」情緒。香港要站在全球
高度，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應
該在「怎麼和國家發展戰略緊
密結合，怎麼與祖國內地加強
合作，共贏發展」上下工夫，
把全社會關注力和精力集中到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可
以說，這也是香港社會解決這
幾年經濟民生問題的唯一出
路。中央已經釋放了非常明確
的信號，希望香港社會能放下
眼前短時的爭議，把眼界
放得更高遠，站在國家發
展的角度來把握香港與內
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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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共十八屆五中
全會昨日通過「十三五規劃建議」，有關港澳部分
提到「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
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
主、促進和諧」。香港社會各界認為，香港在「十
三五」規劃中仍佔有重要地位，說明中央對香港的
支持和信任，國家仍是香港的強大後盾。港人應在
國家戰略部署下把握機遇，發揮自身優勢，放下爭
拗，才能迎上國家發展列車。

梁君彥：香港值得鼓舞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
「十三五」規劃香港部分反映國家繼續支持香港特
區，中央這樣看重香港，實在值得鼓舞。他說，中
央政府亦看準了香港屬於一個開放式經濟體，希望
日後推動「一帶一路」策略和東盟組織的發展等，
香港能發揮積極作用。

梁君彥又認為，中央在「十三五」規劃中對港澳
的重視，為原已踏入寒冬期的香港經濟，打了一支
強心針。他希望，立法會內的反對派議員，能夠停
止拉布，讓香港社會健康發展。

陳鑑林：中央重視香港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從中央政府最新公佈有
關「十三五」規劃香港部分可以看出，中央仍然重
視香港；香港在國家重要規劃部署上，仍佔重要位
置。
就「十三五」規劃指明港澳對外開放的地位功

能，支持港澳經濟發展改善民生，陳鑑林認為，隨
着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港人更應把握機
遇，透過香港本身的優越條件，積極配合國家戰
略，以改善香港經濟，從而令民生問題得到妥善解
決。他呼籲港人應放下各種爭拗，集心合力，迎上

國家的大機遇。

姚思榮：掃除香港憂慮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出，過去一年，香港

發生了「佔領」、針對內地人的反「個人遊」等激
進行動，以至出現很多離間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
言論，刻意製造大量矛盾，一度令人擔心中央會否
收緊對香港的支持，減少對香港的依賴，令香港作
為國家「走出去」的窗口被其他城市取代。不過，
昨日發表的「十三五」規劃香港部分說明，香港不
但保持地位，中央更承諾繼續提升港澳在國家發展
的地位和功能，明確對香港的支持和信任，掃除香
港社會一些憂慮。
他認為，這些政策進一步說明，在「佔領」行動

後並無動搖「一國兩制」，中央繼續支持香港改善
民生、推動民主，令社會和諧發展，國家仍然是香
港的強大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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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說明中央對港支持和信任

劉曉凱1962年3月出生，貴州
台江人，苗族，貴州省委常委、
統戰部長。

■■《《十三五之十三五之
歌歌》》面世後面世後，，受受
到國際媒體關到國際媒體關
注注。。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陳志榮 1957年12月生，海南
五指山人，黎族，海南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

金振吉1959年2月生，吉林延
吉人，朝鮮族，吉林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五中全會關於港澳台的表述：
深化內地和港澳、大陸和台灣地區合作發
展，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
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以互利共贏方式
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
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