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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聚焦

王晨看望港澳人代 大會明日開幕

人大奠基「十三五」開好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兩會報道）

■ 王晨看望港澳全國
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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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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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昨
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看望出席十二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港澳全國人大代

唐英年促港人抓「十三五」機遇

表。王晨副委員長表示，是次人大會議將
全面貫徹落實、部署，充分發揮人大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
日表示，今次國家「十三五」規劃
對國家未來發展相當重要，為國家
經濟、社會、民生制定明確的發展
方向。對於「十三五」規劃仍會設
立港澳獨立專章，他認為這是進一
步奠定香港於國家的重要地位，港
人也必須抓緊國家發展的機會，
「香港的航運、金融、貿易，我都
覺得國家是會繼續支持發展的。但
這個機遇仍是要香港人自己去抓
緊，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設立
『亞投行』財資中心。」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為實現國家
「十三五」時期的良好開局奠定基礎。

■張曉明和與會者握手。

一小撮暴徒不能分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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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今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
聞發佈會，由大會發言人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
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會議明日正式開幕。

信春鷹李飛陪同 張曉明出席
昨日，王晨副委員長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到
北京飯店看望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港澳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信春鷹，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及澳門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委員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古小玉
等陪同，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出席。活動首數
分鐘開放予傳媒拍攝。

貫徹落實部署 打好基礎
王晨致辭時表示，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召開，是十分
重要的大會。大會將全面貫徹落實、部署，充分發
揮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為實現國家
「十三五」時期的良好開局奠定基礎。
「在這個盛會即將開幕時刻，今天我和信春鷹副秘
書長、李飛副秘書長、古小玉副秘書長一起來看望香
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我代表張德江委員長，李建國
副委員長向大家致以親切問候和熱烈歡迎。」

被問及全國政協報告提及要加強
青年工作是否與旺角暴亂事件有
關，唐英年表示，政協委員過去一
直關注香港的青年工作，他自己也
定期到一些中學演講，「我過去接
觸很多青年，他們的獨立思考很
強，亦都懂得辨別是非，所以青年
工作是必須要做，但我對香港青年
仍是抱有信心。」
他認為，旺角暴亂是一小撮人不
守法，刻意製造暴亂，相信這小數
暴徒不能夠令香港社會分裂，不應
過於放大，「香港是一個公民社
會，我們愛好和平，是不會支持任
何暴力行為。我自己認為，香港青
少年與其他地方青少年一樣，對社
會有熱情，但相信暴力是不能夠解
決任何問題的。」
不過，唐英年坦言，香港社會對
暴力譴責聲音比想像中少，「令我
覺得詫異，社會沒有太多人譴責暴
力（是否『泛民』？）我覺得暴亂
當晚的行為是犯法，需要法律的懲
處，但居然有些人、讀過法律的人
沒有去譴責暴力。」

委員扶港青覓出路 譚惠珠：天經地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鼓勵港澳地區政協委員
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為促進內地與港澳合作發展獻
計出力，廣泛深入地參與港澳青少年工作。正在北
京參加「兩會」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回應指，香港年輕人對國家近代
史了解不多，政協委員在了解國情方面有優勢，多
參與青少年工作是好事，也是天經地義的。

國家發展啟示：肯拚總有機會
譚惠珠表示，內地在基建和硬件方面有優勢，香
港長處則是軟實力，有很多專業人士、做生意經驗
及良好法治環境，鼓勵香港青少年參與國家「一帶
一路」及「十三五」發展，不單可為他們謀取到一
份好工，更能將內地及香港的優勢結合起來。在國
家討論「十三五」規劃之時，鼓勵香港青少年參與
其中，時機很好。
「香港青年人應該知道，國家以往三、四十年的
發展完全是靠拚搏而來，由一窮二白成為全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國際經濟及社會地位提升並不因為任

何恩惠。」她相信，
年輕人可從國家發展
歷程獲得啟示：只要
願拚搏，前路總有許
多機會。
被問及工作報告中
要求政協委員廣泛參與
青少年工作，譚惠珠認
為，凡是有社會經驗者
都應參與青少年工作。
政協委員做的好處，是 ■譚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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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般人更了解國家發
展的艱辛，更易幫助香港年輕人找到定位，令香港乃
至國家均能夠受惠。她稱，若家裡或親戚裡有年輕人
對前途感到擔心，自己及其他政協委員均樂意解釋。
身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她又表示，未來會
盡量使用視頻等「看得到」的方式，深入淺出推介
香港基本法，包括基本法是怎樣形成的，哪些條文
與「一國」有關，哪些與「兩制」有關，通過在視
頻中穿插歷史人物，讓青少年樂於接受。

叮囑勞逸結合 保重身體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會後表示，會面屬禮節性質。她引述，王晨副委員長
在會上叮囑大家勞逸結合，保重身體，配合工作人員
按時按序進行議程，及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是次會面
主要關於大會事宜，領導人無提到香港個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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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緯籲中央解港企融資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
主席、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陳經緯在「兩會」期間表
示，中國市場對世界經濟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
毋庸置疑」。他認為，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存在着
大量的機會和潛力有待發掘，「相信在中國政府加大
力度調控的狀態下、在社會各界大小企業的共同努力
下，中國經濟會穩固地向前發展。」他又呼籲中央解
決「港企內地融資難」的問題，讓港資企業在內地能
完全享受「國民待遇」，避免被邊緣化。

「倘離開中國市場必後悔」
陳經緯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幾乎是一
張白紙，通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才有了近幾年的「世
界經濟奇跡」——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不論是港資
企業、外商、還是民營企業，在過去三十多年，如放

棄中國市場就得不到利益；在未來三十多年，如離開
中國市場就一定會後悔。」
他指出，在世界經濟復甦時期，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對世界經濟來講，毋庸置疑有着舉足輕重的作
用。「中國市場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世界經濟。」
對於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陳經
緯則表示，這是近年來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也是企業
界應深刻思考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無論多沉痛
都要下決心去掉過剩產能，以創新驅動發展。」
他指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是從
零做起、毫無經驗，看哪個行業賺錢，就擠着去發展
某個行業，急功近利的思想很重，也因此造成了產能
過剩。而經濟發展到新常態的今天，不像初期那樣
「摸着石頭過河」。
他認為，企業都應該靜下心來，踏實地把握各自發
展方向，堅持做下去，「產能過剩的問題，都應盡量

鄭耀棠：港人憎暴力
會長鄭耀棠昨日在北京分析選舉結果時表示，梁天琦
的得票看似很多，但實際新界東上屆立法會選舉共有
近12萬張激進派票源，故他未能全數取得，更不能簡
單地說有逾 6 萬人支持參與旺角暴亂的暴徒。他相
信，市民是對暴力相當反感，不會贊成暴力的做法。
鄭耀棠指，他事前已經考慮新界東獨特環境，及市
民對暴力行為相當反感，估計梁天琦可在補選中取得
約五六萬票，是次選舉結果與他的預測相差不大，相
信不會對香港造成什麼問題。

鄭赤琰：委員助疏導誤解

霍震霆：不影響兩地感情
■鄭耀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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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李望賢 兩會報道）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在今次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取
得逾 6.6 萬張選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

全國政協委員霍震霆昨日在步出會場後，一路被大批
記者多次圍堵採訪。被問到近期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
他表示，發生如此事件令人非常痛心。法治是香港的優
勢，也是不能越過的底線，破壞法治不利於香港的發展。
不過他認為這是個別事件，不會影響香港和內地的感情。

避免重蹈覆轍，尤其在新興的互聯網行業。」
陳經緯坦言，中國企業壽命都不長，與跟風投資的
心態或者有關。一些有條件的企業積極投資未來社會
需求大、利潤好的行業是應該的，但沒條件的企業也
跟風去投資，由於條件不足成功幾率極微，還忽視自
身有優勢的主業，結果兩頭都不行。

倡放寬准入 同享「國民待遇」
他又提出，在內地投資的港企面臨「三不夠」：不夠
外企、不夠國企、不夠民企。而這「三不夠」使得港資
企業更容易被邊緣化，在內地投資的港資中小企業融資
難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民企。對此，他希望中央能夠高
度重視，管理部門要認定無外資參與的香港企業為百分
之百的內地企業，一些行業准入要放開限制，港資企業
應享受與民營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 這對增強港
資對國家的認同，對心態的回歸也有好處。」

劉業強：鄉局不能組黨

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及行
政學系系主任鄭赤琰昨日在
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 ⾑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報告
中提到，政協委員要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具有重要的
社會意義。他以旺角暴亂事件為例，暴亂是一個嚴
重的社會問題，但問題是多元的，一些人卻只將問
題簡單歸結為所謂「官逼民反」。

ࡼᙜ

鄭赤琰說，來自社會各界的政協委員，正可從多個
角度將問題拆解，避免單一化、簡單化，一方面在自
己界別內了解問題，疏導所屬界別人士的情緒，避免
加深誤解；一方面亦可向特區政府以至國家反映更貼
近客觀事實的問題實質，從而做到對症下藥。
他續說，過去有不少針對國家發展的負面說法，
這更需要來自社會各方面領袖的政協委員，以其專
業知識和行內經驗，向外國說明清楚，特別是國家
推行「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國策，政協委
員做好諮詢、協商和發聲的角色，更有利國家發展
和香港穩定。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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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就早
前有香港傳媒
稱，鄉議局中人
籌組的「新進步
聯盟」（「新進
聯」），早前已
■劉業強 鄭治祖 攝 正式派表招收黨
員，召集人侯志
強更稱已招攬過萬人入黨。昨日在北京
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式的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新界鄉議局主席劉
業強表示，鄉議局本身不能組黨，組黨
只是一些鄉民的個人意願，現在還在討
論中。被問到現在已發展到什麼程度
時，他指，在新黨的籌委會階段已無參
與，這些事要有周詳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