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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引述張德江：肯定施政果斷息
「暴」

港須抓國家發展機遇
會孫政才彭清華
商
「十三五」
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北京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首梁振英昨日先後與廣西壯
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原中聯辦主任彭清華，重慶市委書記孫政
才會面。
梁振英指出，「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
和對外開放的功能和地位，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最開放的
城市，可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梁振英在與彭清華會面時，祝賀廣西去年有可喜的經濟增
長。在過去兩三年，香港與廣西在經貿等多方面的關係越趨密
切，而廣西是面向東盟的國際通道，而東盟是香港積極發展關
係的主要經濟體，特區政府正爭取年底前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香港與廣西可在各方面加強聯繫。
彭清華則表示，香港與內地的服務貿易協定去年擴大至涵蓋
廣西和福建，特區政府和廣西也簽署了 3 項合作協議，在加工
貿易、產業轉移、專業服務和旅遊方面加強合作。

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梁振英在會
後引述，委員長充分肯定他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又肯定特區政府處理旺角暴亂的果
斷做法，尤其肯定警隊在處理暴亂事件中
的表現。委員長又對香港這個文明之都竟
然發生「旺暴」這種暴力、反社會的事
件，損害香港的法治及國際形象感到痛
心，又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把握好國家給香
港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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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開局年 港須添動力
梁振英昨日在北京向傳媒總結了 4 日訪京行程。
他表示，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年，而在「十三
五」規劃中，「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
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內容相當重要，今年同時也
是特區政府「一帶一路」計劃啟動的一年，故自己
今年來北京列席人大開幕式有特別意義。
在「十三五」和「一帶一路」倡議鋪開的過程
中，香港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與各省市合作，做
好工作，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添加新的動
力。因此，他分別拜會了國家科技部、人民銀行、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又和廣東省、深圳市、
重慶市、北京市和廣西自治區的負責人，及澳門特
區討論如何合作（見表）。
梁振英又引述了張德江在昨日會面中對旺角暴亂
的看法，又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掌握好國家給香港的
發展機遇。據引述，張德江指出，在當今世界各地
的經濟發展放緩，失業率比較高的情況下，香港的
經濟卻有溫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就業，而特區
政府還有財政盈餘去做扶貧、安老、助弱措施。

擁雙重優勢 做好「超聯人」
梁振英說，「他（張德江）覺得再加上『十三
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等等，國家給香港的優惠
政策，例如 CEPA（《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都為香港提供了大量機遇，
他希望香港社會能夠不失時機地掌握好這些機
遇。」
他引述張德江強調，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社會，在
「十三五」下，可以提高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
放的過程中的功能和地位。「我們同時有『一國』
和 『 兩制 』 的 雙 重 優 勢 ， 做 好 這 個 『 超 級 聯 繫
人』，確實可以令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都可以發展得
更加好。」
被問及曾否向張德江提及連任問題，梁振英表示
「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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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華：暴亂涉外部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曾出任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的前全國政協發言人呂新華昨日對旺角暴亂事
件感到氣憤，認為肯定有外部勢力支持。他表示，
做壞事的一小撮人不能代表香港市民，但事件造成
的影響非常大和負面。
呂新華指，香港青年自「搶購奶粉」一事就開始
發起針對內地人的行動，做法肯定影響兩地人民的
感情。不過，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國家會繼續支持
香港。

梁振英訪京主要活動
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

■ 討論如何用好互聯網的技術，令香
港有關的產業可以更好地發展、改
善香港市民生活

了解「十三五」規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見
■ 談及旺角暴亂事件

會見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
■ 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

會見統戰部部長孫春蘭
■ 介紹香港近期發展形勢和特區政府
的主要工作，討論
「一國兩制」
發展

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
會見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市長許勤
■ 商討創新及科技方面的合作

會見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等
■ 討論兩地經貿、文化、科技和青少
年等範疇的交流

會見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
■ 商討創新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並鼓
勵北京利用香港作為知識產權登記
和交易平台

會見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
■ 談香港如何在創新及科技上扮演
「超級聯繫人」角色，及內地如何
建立平台，令香港青年創業家可參
與內地創新創業和享受資源

宴請澳門特首崔世安
■ 討論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如何促進
兩地的經濟合作和市民之間的來往

會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 討論香港的金融業如何在人民銀行、
在國家支持底下，可以更上一層樓。

出席民建聯晚宴
出席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創新
工商委員會」成立典禮
■ 了解香港人在北京的創新創業情況

會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 談香港的海陸空基本建設、「十三
五」規劃及「一帶一路」

參觀WE+眾創空間
■ 與在北京創業的年輕人交談

會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

製表︰歐陽文倩

李建國：
依法懲「暴」不容「港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
昨日在回應香港記者提問時表示，旺角暴亂應依法依規處理，
事件不會影響中央對港政策，又強調中央一貫以國家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去處理香港問題，不容許「港獨」，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已在工作報告中清楚說明有關問題。

張浚生：不解基本法被煽「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華社香港分社（現中聯辦）
原副社長張浚生昨日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對旺角暴亂影響社
會安定感到痛心。他說，香港青年不理解香港基本法，受到外
部勢力策動，「錯誤的認識，導致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行
動」，反映對青年人的教育不足。

禍因非港青不滿政府
張浚生在訪問中指出，是次暴亂的成因，不完全是因為香港
青年人對政府不滿，而是香港青年不理解香港基本法，又笑說
香港基本法起草時，這些青年人的「細胞都還沒形成」，特區
政府應該與青年人多些溝通。就有人聲稱旺角暴亂反映「本土
主義」抬頭，他則強調「香港從來是中國領土的一個部分」，
無所謂「本土主義」。
特首普選方案早前被立法會否決，張浚生指出，立法會要配
合特區政府施政，但強調「配合」不是「依附」，又批評部分
立法會議員無論對錯都拉布，「幾乎百分之百反對」，政策不
能通過，他們要負很大責任。被問及特區政府施政，他則認為
特區政府「有努力」，具體要留待香港市民來評價 。

振英曉明赴經民聯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民聯昨晚
在北京舉行新春酒會，與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及各界相聚一堂。

楊崇匯王志民殷曉靜捧場
香港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全
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國務院
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會長王遼平、全
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等，百多
位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和特區政府官員等約 200 名嘉賓齊齊祝賀
「兩會」成功召開。

林建岳：正道拓經濟惠民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經民聯領導，包括監事

會主席林建岳，主席梁君彥，副主席林健鋒及
張華峰，一起歡迎各界嘉賓友好出席。林建岳
在致辭中指，發展經濟是香港的正義之道，改
善民生是香港的仁義之路，經民聯堅守「工商
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原則，走的就是
一條正義和仁義之路，道路走對了，經民聯的
朋友也越來越多，正如古人說：「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
梁君彥則指，香港社會近年經歷了不少政治
紛爭，嚴重損害了香港的和平、理性、安全、
法治等核心價值。經民聯在嚴厲譴責的同時，
也會一如既往，繼續承擔團結和穩定香港社會
的責任，包括就各個議題積極發聲，與工商專
業界保持緊密溝通，為工商專業界、為下一代
的未來打好基礎，又會做好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的工作，將更多和平、理性的聲音帶進議會。

■經民聯值兩會期間，在北京舉行新春酒會。嘉賓雲集，場面墟冚。

倡增兩地情報 堵
「假難民」
近年進入香港
的外國非法入境者
持續上升，情況不
༳ 
斷惡化。根據特區
政府資料，被截獲
的外國非法入境者，由2010年至2013年
平均每月 68 人，增至 2015 年平均每月
318人，他們主要來自越南、巴基斯坦、
孟加拉和印度。這些人偷渡香港的主要
目的是當黑工，被警方或入境處截獲或
拘捕時，即提出「免遣返聲請」（以可
能遭到酷刑或迫害等理由，申請免被遣
返至相關國家）。由於特區政府需要時
間審核有關申請，這些非法入境者因而

ᩅ

不能被即時遣返。

「聲請」總開支 增逾1.4倍
根據特區政府資料，「聲請」個案
由 2010 年至 2013 年平均每月 102 宗，
增至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年底平均每
月 440 宗 。 截 至 2015 年 年 底 ， 共 有
10,922宗「聲請」個案仍待特區政府審
核。特區政府用於與處理「免遣返聲
請」有關的總開支，已經由 2010 年至
2011 年的 2.87 億元，增加至 2015 年至
2016年的6.44億元，增幅超過1.4倍。
此外，不少「聲請人」在港期間除
了當黑工，還參與犯罪活動，對社會治

安構成危害。根據特區政府數字，
2015 年非法入境者因非法工作被拘捕
有232宗，比2014年上升40%。
2015 年獲擔保外釋的非法入境者因
盜竊、傷人及嚴重毆打、嚴重毒品案及
其他罪行被拘捕有 1,113 宗，比 2014 年
上升67%。
據了解，這些非法入境者有 3 大路線
進入香港。其一是在東南亞登上遠洋輪
當黑工，做雜物和清潔工作，在抵達香
港水域及珠江口再轉乘駁艇「搶灘」香
港，若條件不許可，他們會沿江北上轉
移到深圳、東莞暫留；其二是在廣西、
雲南偷渡入境，再輾轉到深圳伺機偷渡

來港；其三是持旅遊證件乘航機到內
地，再南下深圳、東莞，最終偷渡來
港。

促聯手打擊 遏犯罪組織
大批外國非法入境者湧往香港，提
出「免遣返聲請」，他們實際上是「假
難民」，對特區帶來社會經濟負擔和治
安管理壓力。
民建聯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有
關部門加強合作，包括加強情報交流，
組織聯合執法行動，更有效地堵截這些
非法入境者，並打擊在背後組織這些非
法入境活動的犯罪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