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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香港須持續良好互動
李慧琼：護「一國兩制」勿「妖魔化」須了解分離主義極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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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下月底舉行，競爭愈來愈激烈，
昨日再有1人報名參選，參選人數增至7
人。
參選人之一、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連日

落區爭取支持，昨日到將軍澳視察堆填
區。

減陸路運送對居民影響
他表示，雖然堆填區停收家居廢物已令

臭味問題得到改善，但他們會繼續爭取增
加使用水路運送填料前往137填料庫，減
低陸路運送對居民的影響。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選舉主任昨日再接獲

一份提名表格。該名參選者為自稱「體雕
大狀」的執業大律師梁思豪。所謂「體雕
學」是「自然療法」的一種，聲稱可通過
簡易技巧矯正歪斜體格及消除身體不適。
梁曾在修畢「體雕學」課程後，向香港大
律師公會申請作副業，其後遭拒。他向高
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勝訴。
梁思豪在接受傳媒查詢時稱，自己不滿

激進反對派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拉
布，影響民生，因此一旦當選就會與建制
及「溫和泛民」商議修改議事規則，限制
議員發言的時數。

囑街坊添衣免着涼
由於競爭激烈，各參選者均加緊落

區。周浩鼎昨晨到大圍站和街坊見面，
叮囑街坊在寒冷天氣下要「着多件
衫」，又為通過 facebook向參加今日渣
打馬拉松的市民加油。
其後，他與民建聯西貢將軍澳支部委員

會主席、區議員莊元苳，和社區幹事胡綽
謙視察將軍澳堆填區。
他說，該堆填區目前已經停收家居廢

物，只收建築廢料，臭味問題得到改善。
「我們亦爭取增加使用水路運送填料前往137填料
庫，減低陸路運送對居民的影響。」
已報名參加新東補選者，還包括公民黨的楊岳

橋，報稱獨立的區議員方國珊，「新思維」的黃
成智，報稱董事的劉志成，以及「本土民主前
線」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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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數十名香港大學
學生稱不滿李國章出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煽動罷
課。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指，學生本身與自己

的院校、校長或管理層可以有很多接觸，他們有自
由表達意見，但必須合情合法以及基於事實。他強
調，港大是求學地方，不希望罷課影響校內其他師
生的正常教學程序。

學生可用其他途徑表達意見
被問到有港大學生稱要籌備罷課，吳克儉回應

指，港大有不同途徑可讓學生與校長馬斐森及校委
會溝通，並指出李國章和不少校委會成員都樂意與
學生溝通和交流，認為學生可通過其他途徑表達意
見。
他又強調，港大是求學地方，表達意見亦需要合

情合法，不希望罷課影響校內其他師生的正常教學
程序。
他又呼籲學生留意近日天氣寒冷，寄望他們要關

心身體和課業。
有記者追問當局會否主動聯絡學生解決問題，吳

克儉則強調，八大資助院校都是遵守、堅守學術自
由和院校自主原則，大學管理方面由院校管理層及
校委會負責，政府方面不應該作個別及直接參與，
「我鼓勵學生和校長、校委會各個成員透過不同渠
道多一點討論。我相信加強溝通及討論，能夠解決
問題。」

吳克儉：不希望港大罷課影響教學

■周浩鼎在大圍街站和市民握手，爭取支持。
■周浩鼎fb圖片

■周浩鼎考察堆填區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
振英在新年度施政報告中多次強調特區政
府會積極參與、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
路」策略，為香港開拓更多機遇。行政會
議召集人林煥光指出，國家「一帶一路」
政策非常重要，香港作為全國最具備相關
人才、與「一帶一路」沿線六十多個國家
接軌、溝通的城市，應善用自身優勢加以
發展；不應「翹起雙手，站在一旁」錯失
機會導致失去競爭力，以致被內地城市超
越。
林煥光近日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呼籲，
港人不應抗拒「一帶一路」這個國家政
策。他認為，香港作為全國最具備相關人
才，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接軌和
溝通的城市，應善用自身優勢配合，而非
「翹起雙手，站在一旁」。香港160年前靠
貿易起家，呼籲港人不要讓機會溜走，以
免錯失機會導致失去競爭力，「因為你不
『大』，上海就『大』。」

林煥光：來港受教育者將成「港友」
被問及施政報告提出注資10億元獎學

金，鼓勵沿線國家學生到香港讀大學，被
部分人聲稱「益外人」，林煥光寄語港人
目光應放得更長遠：有份到香港及受教育
的人「是香港未來的朋友，回到他們國家
便是國家中商界、政界等精英，繼而便會
認識香港，視香港為朋友」。
他擔心港人抗拒有關政策，香港只會變

得轉趨內向，大學亦「純粹變成黃面或只
有香港人面孔」，無法容下其他精神，
「咁我們的大學就差不多要玩完了。」

施政報告惠民政策陸續實現
對於整份施政報告的評價，林煥光說

「很平實，像數白欖一樣」。他解釋，梁
振英任期已過了三分二時間，在餘下時間
多數無法做到所謂「鴻圖大計」，但報告
提出的政策仍令不少市民得益，且政策會
陸續實現，他反問道：「大家又點可以成
日攻擊這份施政報告很零碎化呢？」
被問到梁振英若在下屆連任，作為行會
召集人的林煥光會否繼續擔任此職位時，
他坦言盡能力在餘下任期完成可做的工
作，已覺得心滿意足。

港若錯失「一帶一路」競爭力遭滬超越 港可作融資平台 投資沿線國基建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的重要

經濟支柱，香港中文大學商
學院院長及偉倫金融學教授
陳家樂(右圖)昨日表示，香
港金融服務業可繼續為國家

作出貢獻，特別是為國家「一帶
一路」策略作為重要的融資平
台，籌集大量資金投資於沿線國
家基建，從中獲益。
陳家樂昨日在政經論壇上，以

「香港金融市場的機遇與挑戰」
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香港金
融服務業過去多年為國家發展作
出不少貢獻，包括為不少內地企
業成功融資上市，又於過去10年
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及推出
「滬港通」、兩地基金互認等，
協助國家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市
場接軌。

料金融服務業續貢獻祖國
他坦言，無可否認，香港經濟

體系不再如以往般對國家如此重

要，但國家金融
市場對世界的影
響力日漸增加，
而香港金融市場
是開放式的，相
信香港金融服務
業可繼續為國家
作出貢獻。
陳家樂認為，未來離岸人民幣

市場將日漸重要，香港可憑過去
經驗協助中央發展，並從中獲益
不少，「內地市民均希望把資金
投資於海外市場，『滬港通』、
『深港通』、兩地基金互認均十
分重要。」
他認為，未來「一帶一路」基

建投資將需要大量資金，香港也
可為此發行人民幣債券，作為重
要的融資平台。但他強調，香港
未來要繼續發展好金融市場，特
區政府必須扮演一定角色，做好
與中央政府溝通、協調的工作。

■記者 鄭治祖

黃友嘉倡港抓緊內地經改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新年度
施政報告對香港經濟作出詳細規劃。聯僑遠東有限公
司主席黃友嘉(右圖)昨日指出，香港經濟離不開國家
經濟發展，而國家經濟要持續增長就必須改變經濟模
式，提升創新力和競爭力，並相信最終會成功，並為
香港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和很多機遇。香港應重振佔
香港經濟比例最重的金融業，以及做好新興產業。
黃友嘉昨日在「香港政經發展路向」論壇上致辭時
提出，內地經濟不單影響香港，對全球也十分重要。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估計，過去5年，中國經
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達35%。雖然增速將放緩，但到
2020年，估計中國經濟仍佔全球30%，所以要看香港
經濟展望，離不開對國家經濟發展規範的分析。

指內地30年發展 易做的已做完
他指出，內地經濟「過去30年發展得很好、政策非
常見效，但是容易做的已經全數做完，剩下的沒有一
件是容易的」。過去，內地太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如

今這些需求現已無法再拉動經濟增長，而從GDP產業
結構來看，國家目前太側重第二產業，而現代化經濟
必然要發展服務業。
黃友嘉表示，國家「十三五」規劃訂下了每年6.5%
的GDP增長目標，而要保持這個增長速度，就要改變
經濟發展模式。現在內地不是缺乏消費，而是內地企
業不能提供足夠產品和服務來滿足消費需求；投資方
面已出現產能過剩情況；基礎建設裡的高回報項目例
如公路、高鐵已大部分趨向飽和。
他認為，要有新經濟增長，需要新的供給滿足需

求。國家發展長遠目標是使中國企業在國際上有創新
力和競爭力，為此有必要推行經濟改革，且最終會成
功，將對香港帶來非常正面的影響和很多機遇。

續做好金融業 亦做好新產業
黃友嘉指出，香港有非常良好的體制，而目前最大
風險不是外部條件不好，而是內部問題。他提出，首
先要繼續做好香港的金融業，因為金融業對香港GDP

貢獻是旅遊業的3.75倍、專業服務
的三倍，可以幫助香港「生金
蛋」，但如果放軟手腳，就會不進
則退。同時，他指要做好新興產
業，包括創新科技，所以創新科技
局的成立非常有意義，可惜香港目
前的政治環境分裂嚴重，「有好多
新嘢可以做，但根本不容許我們去
做。」

港最大問題是住屋問題
最後，黃友嘉指出，很多發達國家及地區如德國、
日本等，經濟增長和香港一樣緩慢，但別人的心態比
香港人好，因為香港最大問題是住屋問題。身為土地
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主席，他認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對
土地問題的重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的土地
很不足夠，所以我覺得施政報告裡面講到長遠土地發
展，大家應該支持。」

李慧琼昨日在出席政經論壇時指出，香港回歸
前夕一度出現移民潮，但回歸後移民大批回

流，反映港人對中央有信心，表現了港人對國家
的認同。不過，2008年後，內地和香港關係從穩
步向前走向備受考驗，她個人認為「雙非嬰
兒」、內地人來港「搶奶粉」等事件是轉捩點。
她坦言，香港社會管治困難，與部分人對香港

基本法的不同理解有關。「一國兩制」是持續發
展、持續互動的過程，其寬與嚴、高與低，是在
香港基本法框架容許下，隨着香港局勢不斷變
化。因此，繼續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雙方需要良好互動。

若國家主權受威脅 不利「一國兩制」
李慧琼建議，從內地角度來看，由於政治文化

的差異，內地與香港關係要小心處理，希望中央
政府多點走出來，與香港各界溝通；港人要從中
央政府角度思考，並呼籲社會各界不要把與中央
溝通「妖魔化」，說什麼「跪低」、「出賣香港

人」等。她又提醒港人要充分了解分離主義的危
險，因為當國家主權受到威脅，「一國兩制」發
展將非常艱難。

倡修規則阻拉布 葉太籲支持建制
葉劉淑儀認為，香港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回

歸18年來最緊張的，反對派議員「想拖垮特區政
府」，持續拉布，令今年特區政府700億元財政預
算，至今只通過4.75億元，而立法會人事編制委
員會手頭上的24個項目，只批了兩個，「每個要
搞4句鐘，你說有多慘啊！」
她坦言，若不解決問題，香港很難走下去，而

處理拉布最有效手段就是修改議事規則，但需要
議員自己動議。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議員動議
的議案要功能組別和地區組別兩方面都通過，而
現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的票數是25票對10票，
地區直選則是17票對18票，「如果我們（建
制）多贏幾個地區議席就有得玩了，希望大家多
多支持！」引來全場陣陣歡笑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近年頻頻在立法會進行「不合作運

動」，更肆意挑動香港與內地的矛盾，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社會爭拗不斷。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認為，要繼續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中央與香

港雙方需要良好互動，又呼籲社會各界不要把與中央溝通「妖魔化」，同時要充分

了解分離主義的危險。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批評反對派議員拉布，令多項財政和

工程動議遲遲無法通過，想拖垮特區政府，而處理拉布最有效手段就是修改議事規

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如何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
略，近日在香港社會掀起熱烈討論。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左圖)昨日表示，「一帶一路」是國
家宏觀戰略，需要幾代人未來共同努
力才可促成。她認為，香港在初起階
段未能得益，但目前最需要的是向港
人，特別是年輕人推廣「一帶一路」
策略，讓他們認識世界，好好裝備自
己，為未來作出貢獻。

料可處理產能過剩產業轉移問題
葉劉淑儀昨日出席政經論壇時指，國家競爭環境改變

了，內地很多產業均受成本上漲、資源枯竭及外圍因素影
響，必須「迫着走出去」。因此「一帶一路」不是為了
「好大喜功」，而是實際解決國家的發展問題，相信「一
帶一路」將可處理產能過剩及產業轉移這兩大經濟問題。
她認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仍是初起階段，香港現

階段未必能得益，但香港金融業及專業服務業將很快發揮
作用，「絲路基金400億美元不足以應付這麼多沿線國家
的融資需求，而香港是非常適合作為融資平台，讓更多人
民幣走出去。另外，當產業項目走出去時，香港的專業服
務業也可發揮作用。」
葉劉淑儀強調，現階段香港最需要做的是向港人，特別

是青年推廣「一帶一路」，如舉辦海外實習計劃，讓他們
走出去認識世界、裝備自己，縮窄他們與企業的距離。

葉太：「一帶一路」助青年裝備自己

■李慧琼李慧琼、、葉劉淑儀葉劉淑儀、、陳陳
家樂家樂、、黃友嘉等出席黃友嘉等出席「「香香
港政經發展路向港政經發展路向」」論壇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