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張易兩
會報道）今次「兩會」熱議的國家「十三
五」規劃綱要草案，其中有關醫療章節再
次引起本港醫療業界北上辦醫的興趣。正
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本港眼科名醫林順潮近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綱要草案可望為港醫北上辦醫
拆牆鬆綁，彌補「成本高收入低」的不
足，只要發揮香港醫療品牌效應，香港醫
療發展定可在「十三五」規劃下再上層
樓。
在深圳設立眼科醫院的林順潮說，現在

不少內地病人到港求醫，如落實今次「十
三五」，令更多港資醫療機構進駐內地提
供優質服務，對內地醫改有好處，有助增
加內地私院供應，內地人亦不用再來港就
醫。同時，香港醫療市場將更大，吸納更
多資源，最終達至雙贏。
他坦言，港人北上開設醫療機構往往困
難重重，例如醫療收費比香港便宜約一
半，但稅項負擔重，還要兼交通成本，醫
生也由於沒有醫保而隨時面對「醫鬧」事
件，可謂「付出多收入少」，令香港醫療
優勢始終無法進一步發揮。
不過，林順潮認為，香港醫療是一個品
牌，只要在「十三五」規劃的助力下，港
資醫療機構進入內地，久而久之可彌補稅
項或其他收入偏低的問題，即使病人最初
不多，但在品牌效應下，慢慢就會有量，
經濟效益自然彰顯，值得堅持。

「一帶一路」醫界效益中長期性
談到「一帶一路」，林順潮形容是一個

經濟「朋友圈」。雖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早前提到，本港現有公私營醫院未
能滿足本地需求，不因「一帶一路」而發
展香港醫療旅遊。但他認為，「一帶一
路」帶動沿線國家經濟要一段時間，假以
時日，原有經濟較落後的國家，慢慢就有
能力出國尋求包括香港在內更優質的醫療
服務，故「一帶一路」對香港醫療業界的
效益屬中長期性，不能忽略。

林順潮：「十三五」為港醫北上鬆綁
香港大學學
生會刊物
《學苑》、
新任港大學
生會會長孫

曉嵐均公開稱支持「港獨」，本身
為港大學生的「本土民主前線」發
言人梁天琦更以激進「本土」宣傳
「港獨」。身為港大醫科舊生的林
順潮在訪問中強調，做事要有底
線。他期望這一代港大學生正確認
識香港歷史，不要對「港獨」存有
幻想。
被問到港大學生當年主張保衛釣

魚島，今日卻高叫「港獨」，是否
反映港大已變質時，林順潮坦言，
香港很自由，不同團體都會伸手進
來，但身為大學生，最重要是要有
底線，不應朝向「港獨」，又寄語
現今的港大學生要正確認識香港歷
史，不要對「港獨」存有幻想。
林順潮坦言，隨着社會演變，各

種矛盾慢慢衍生了問題，一些人更
越來越偏激，不利社會和諧發展。
他強調「合成散敗」四字，合作則
成功，四散只會失敗收場。香港現
在難得處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大時
代，錯失機會甚至倒戈而行，只會
令自己走向「倔頭路」。

■記者 鄭治祖、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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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傑講好「中國故事」建議
世界生態需求

■發揚中國強調責任高於權利的論調

國家治理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治國措施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卓越成就，為世界提供
一個「善治」的新版本。

■中央政府可以定期舉辦世界市長論壇，
為世界各地城市長官提供一個政府管治
經驗的交流平台，讓中國的市長們向世
界講述中國治理的故事。

滿足世界人心需求

■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性先於自由」、
「義務重於權利」、「群體高於個
人」、「和諧高於衝突」等價值觀更能
滿足當今世界的人心需求。

■將中國傳統文化與國際發展戰略緊密結
合，例如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
大力增進與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及
文明借鑒。

■採用電影、音樂等向世界傳播中國價值
觀，彰顯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

■在三大中國電影獎項外，單獨設立文化
獎項，以表彰及鼓勵那些票房巨大，又
極具中國價值觀的優秀影視作品。

整理︰記者 甘瑜

李家傑：「中國好聲音」三策震寰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隨着改革
開放以來的迅速發展，中國已成為國際間
重要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恒基兆
業地產有限公司副主席李家傑昨日在全國
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建
議，「中國故事」可在生態、國家管治及
人心方面滿足世界需求，包括透過舉辦世
界市長論壇、推動電影和音樂等文化交
流，傳播中國的價值觀及傳統文化，讓國
際社會認真傾聽「中國好聲音」，提升中
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李家傑表示，「十三五」規劃是中華民
族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路線圖，
也是最吸引全球目光的「中國故事」，因
此是發出「中國聲音」的最佳時機。
作為一個長期參與全球競爭的企業界人

士，他認為誰能滿足世界需求、定義規
則，就可取得話語權，而中國在此方面有
3方面的發力點。

在世界生態需求方面，李家傑指出，中
國在社會發展中不斷降低能源消耗，強調
責任高於權利，與美國人均年消費石油22
桶多相比，中國只是人均年消費石油2桶
多，反映中國能很好地回應資源有限的世
界性難題。

倡辦市長論壇交流管治經
在妥善治理國家需求方面，他表示「中
國故事」為世界提供一個「善治」的新版
本，超越了意識形態和體制對立及差異。
他建議中央政府可以定期舉辦世界市長

論壇，為世界各地不同體制、不同宗教文
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長官提供一個政
府管治經驗的交流平台，也讓中國的市長
們向世界講述中國治理的故事。
在滿足世界人心需求方面，李家傑指出，

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性先於自由」、「義務
重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和諧
高於衝突」等價值觀更能滿足當今世界的
人心需求，故建議將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
和精髓，與國際發展戰略緊密結合，例如
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增進與沿線
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及文明借鑒。
「美國通過好萊塢宣傳美國價值觀，我
們同樣可以採用電影、音樂等向世界傳播
中國價值觀，彰顯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
力。甚至可以考慮在三大中國電影獎項
外，單獨設立文化獎項，以表彰及鼓勵那
些票房巨大，又極具中國價值觀的優秀影
視作品。」他說。
李家傑最後強調，如果中央政府能圍繞
這三個方面的世界需求發出「中國聲
音」，「那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
故事』將不再是西方理論的注腳，而是中
國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

■李家傑 中新社

護香港文明 拒激進排外
范太語港青「條路自己揀，後果自己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在旺角暴亂後，香

港青年問題更受社會關注，特別是有部分年輕人主張激進的

「本土派」抗爭手法，抗拒與內地接觸，情況令人擔憂。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激進「本土

派」的主張實為排外思想，對香港是有害的。她希望香港市民

從小事做起，維護香港文明的制度，捍衛「一國兩制」，又期

望香港年輕人明白：「生命是你自己的，前途也是你自己的，

年輕人選擇走什麼路，是自己選的，將來得到什麼成果，也是

由自己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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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立
法 會 換 屆
選舉將在9
月 舉 行 ，
不 少 人 擔

憂激進勢力將會得逞進入議會。范
徐麗泰在訪問中表示，激進方向將會
成為反對派爭取年輕票源的重要手
段，傳統反對派為了爭取議席，也會
趨向激進一方。她期望，建制派未來
必須盡量再去發掘新票源，及盡量和
市民分享自己的理念，爭取更多選民
的支持，維持上屆佳績。

激進派難言成主流
范徐麗泰表示，在剛過去的立法

會新界東補選中，反對派的票數分
開了兩邊：公民黨候選人楊岳橋佔
多數，「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
天琦佔少數，但已反映社會上有部
分更趨認同激進手段，「梁天琦有
這麼多人投票，大家都知道他的背
景是什麼，即是香港人都有同情這
種『排外情緒』，不介意用暴力去

爭取，多了人覺得認可的，這種情
況是不好的。」

她分析，傳統反對派為了要在9
月立法會選舉中奪得一定議席，未
來也會短暫趨向激進一方，但不認
為現時就可斷言激進會成為未來反
對派主流，「現在情況就是年輕
人、『首投族』接受較為激進的表
達手法，所以『泛民』的政黨即使
不是在此定位，也會慢慢趨向這
裡，希望能夠拿多一點票，這是政
治現實。但是在選舉過後，還有4
年時間，因為社會氣氛有改變，而
需要調整立場，這個我們大家都是
未知數。」

被問及建制派今年的選情，范徐
麗泰認為，建制派倘要保持上屆成
績，未來必須盡量再去發掘新票
源，和市民分享自己的理念，「建
制派的選情，任何時候都是應該進
取的。建制派上一屆能拿這麼多議
席，某程度來說是對方排錯陣，我
相信對方不會再次排錯陣。」

■記者 姚嘉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
報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昨日終於通
過追加撥款，意味着香港社會未來需
要開始討論高鐵「一地兩檢」的實際
操作問題。
范徐麗泰在訪問中表示，高鐵必須
採用「一地兩檢」，才可達至最高整
體經濟效益，又認為只要條例規定不
讓內地公安在港執法，相信香港社會
的爭議聲音會減少。
范徐麗泰指出，高鐵是將香港與內
地較全面的高鐵系統接駁起來，是一
個很方便的運輸系統，倘採用「兩地
兩檢」，不方便旅客，會影響了高鐵
的整體經濟效益，「要『兩地兩
檢』，旅客可能就不會選擇九龍站，
而是去深圳上車。我們納稅人在高鐵
上花了那麼多錢，卻沒什麼人用，豈

不是變了『大白象』？」
她認為，「一地兩檢」並不需要納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裡執行，她也不
傾向這樣做，「其實擺入附件三不代
表立刻可在香港實行，都需要經過本
地立法的過程，才能實行。我認為這
麼小一件事不需要那麼大的動作。」
范太指，只要條例規定內地執法人

員只可在香港執法入境及海關的工
作，不讓內地公安在港執法，相信社
會的爭議聲音將會減少，「所以在九
龍站內，若有人爭執，甚至肢體接
觸，就由香港警察來解決，我不覺得
內地執法人員有這個權，不應該有這
個權，也不需有這個權，因為這裡是
香港的地方。如果有人暈倒或身體不
適，也應該由香港的醫護人員協
助。」

「兩地兩檢」趕客 影響經濟效益

建制須掘新票源
分享理念保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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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坦言，香港社會積累已
久的問題，並不是一時三刻就

可解決。形成今天這種局面有很多原
因，包括香港年輕人自小生活在富裕
社會，對社會並不了解，心裡又充滿
不滿，而網上更充斥煽動言論，很多
年輕人被利用去參與違法「佔中」、
「鳩嗚團」、旺角暴亂。
她說：「網上很多具煽動性的言

論，也有很多內容是斷章取義，甚至
是假的。曾有人說，高鐵是用來裝載
解放軍的，這種言論不知的被嚇死，
知的就被他笑死。」

網文斷章取義 唔識者嚇餐死
范太又舉例，反對派最近常炒作利
用李波事件降低港人對中央的信心，
「他們只是想用這件事來令大家對中
央的信心減低，這樣就變了他們想推
廣的言論、理念有更多人接受。雖然
是很少的人，但的確是有這些人存
在。」
范徐麗泰強調，激進「本土派」鼓
吹的「排外主義」，與香港這個外向
型的社會及經濟結構格格不入。香港
倘繼續出現街頭暴亂、趕客行為，最
終受損的只會是香港人，「我們香港
若繼續這樣下去，時不時有街頭暴

亂、趕客行為，只會傷害到住在這裡
的香港人，傷害不了內地人，對國家
整體經濟發展不會有太大影響。」

港屬中國領土 不穩定無好處
她認為，港人不應過於擔心或恐懼

中央，應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我相信港人會有自信，亦相信中央
不會來干預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的
制度不能很好的運作，經濟不能有好
的發展，社會不穩定，對中央有什麼
好處？無好處。」
范太坦言，無論對「一國兩制」是
否有信心，所有香港人都要為了自己
的利益捍衛「一國兩制」，「當你能
明白自己的定位，對自己那一套有自
信心，就不會怕別人來干預你。」捍
衛「一國兩制」，首先是要承認香港
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更重要
的是捍衛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
她解釋，「你在自己每天的生活

裡，你都可以去捍衛這個制度，例
如，很簡單，香港一直都是很文明，
每個人放工排長龍等車去元朗，無人
去插隊，你要做到我們香港這種制度
是令人讚賞的，你就是捍衛着你的制
度。很小的事，你做好香港的氛圍或
環境，你就是擁護自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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