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員長「打氣」全港更努力
特首：「帶路」演講值得細研 視察交流充分了解社會現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察圓滿

成功。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

張德江委員長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的主旨演講，清楚說明了香港在當中的

功能和作用，有關闡述很值得社會各界

去仔細研究。他又說，委員長在過去兩

三日頻繁視察了特區政府在創新、科

技、老年社會和房屋問題方面的工作，

也會見了各界、各黨派人士，了解社會

的意見。他感謝委員長對整個特區政府

工作的鼓勵，並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努

力，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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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會見傳媒，並總
結了委員長視察香港之行。

他表示，自他在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在
「一帶一路」的計劃後，就已經希望能夠請到
委員長來港，就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所能發
揮的功能和作用，講述國家的意見。
委員長其後答允來港，更在「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發表主旨講話，他感到很高興，而是次
演講清楚說明了香港的角色，「委員長在這方
面的闡述，很值得社會各界去仔細研究。」
過去3天裡，張德江進行了一系列的視察活

動。梁振英指，委員長在兩三天的活動相當頻
繁，「無論是內部聽取特區政府匯報，或者是跟
各界人士見面，還有就了解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
其中幾方面的主要工作，包括在創新、科技、老
年社會以及房屋問題中我們所做的工作，以及面
對的一些困難和挑戰等等。」

續創中央與各黨派交流機會
他續說，當特區政府在構思前晚的歡迎晚宴
時，他們向委員長提出希望他能在之前會見行
政、立法、司法和區議會的一些代表，同樣獲得
委員長的答應，令大家可與他交流，「這是很好
的發展。之後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創造一些機會，
讓香港各界人士，包括立法會不同黨派人士能夠
多些跟中央官員交流、接觸。」

感謝挺公僕續關心支持工作
對於張德江對梁振英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讚揚。
梁振英表示，他本人、整個特區政府及政府公務
員同事都非常感謝委員長對他們工作的鼓勵。
他指，委員長此行的講話，都反映了他不單清
楚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民生問題的本質、發展
趨勢，同時也很清楚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們會在委員長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繼續
關心和支持下，做好我們特區政府的工作。」

冀各界與港府共同把握「帶路」
他續說，未來會繼續做好行政長官的工作，直
言眼前實在有不少工作要做，有很多機遇，並強
調香港若能把握好「一帶一路」的機遇，將可為
香港帶來各個方面發展，「不單好像三十多年前
內地改革開放給予我們的機遇一樣；事實上，這
個機遇是大過、好過內地的改革開放。因為沿帶
沿路有六十多個國家，有些大的國家，例如印
度，它是一個完善的國家，它的面積、人口，以
至今天的發展水平，都比三十多年前的中國內地
要高、要大，希望社會各界能夠與特區政府一起
掌握好這個機遇。」

各界認同講話
促抓經濟民生

大相位
可組合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結束視察
香港的48小時旋風式行程。離港前，他會見香
港各界人士，即席發表講話，以話家常的口
吻，再次全面、準確、精要地闡述了中央對香
港問題的原則立場，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期望
和祝福，語重心長，真誠懇切，讓香港人聽來
入耳入心。在講話中，他講必須堅持「一國兩
制」，必須堅持發展經濟，必須和衷共濟，更
再次有針對性地呼籲港人支持梁振英特首和特
區政府工作，強調這對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
定、對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特別是促
進香港的經濟發展，緩解、紓解民怨，改善民
生，是至關重要的。廣大港人從張德江委員長
的這番講話中，應該可以真切感受到中央堅決
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原則立場，認
真思考如何放開胸懷，停止不必要的爭議，團
結一心，和衷共濟。

細細品味張德江委員長昨天的講話，與前天他
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和特區政府歡迎晚宴上
的講話一脈相承，更根據他所看到、聽到的香港
社會具體情況，對一些重要問題作出了進一步的
闡述。在談到社會關注的對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態
度方面，張委員長再次發出呼籲，期望社會大眾

支持梁振英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中央領導人
已經在不同場合多次肯定，梁振英特首自從上任
以來，帶領特區政府勵精圖治，迎難而上，在保
持社會穩定的同時，把施政重點放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等領域，努力解決香港社會面臨的一些
深層次問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過，這幾
年來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也面臨着許多困
難和阻力。一方面是不少長期積累的問題，在不
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下日漸顯現；另一方面，反對
派出於自身的政治需要和考慮，不斷對施政作出
干擾，包括在立法會內拉布拖延，令特區政府許
多施政理念和措施不能及時落實，施政效能受到
影響。

針對這種情況，張德江委員長點明，特首是經
過法定選舉、中央任命的特首，特區政府也是經
過法律程序而產生的，也是為香港服務的。這是
從法律的高度，闡述了特首和特區政府地位的重
要性以及為香港社會服務的根本性質。同時，張
德江特別強調，要讓特首和特區政府發揮作用，
這對香港社會是至關重要。他更懇切地呼籲港人
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得讓他們有環境施政，
有條件施政，大家支持他們依法施政，這樣社會
才能辦好，總得有牽頭人、總得有人負責。」可

以說，張德江這些言辭真切的表述，既是回應了
某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所提出的意見，也是在
「說服」廣大港人，呼籲大家為了香港社會的根
本利益，應該不被表象和誤導迷惑，放下心中的
包袱，消除偏見和誤解，真誠地支持特首和特區
政府的工作，為他們依法施政提供必要條件和良
好環境，讓特區政府正確的施政理念和措施得以
貫徹落實。

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中央
的一貫立場。張德江委員長此次來港視察，聽
取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匯報，正是中央一貫
的支持和幫助態度的體現。另外，張德江利用
與社會各界人士會面的場合，呼籲大家為特首
和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創造良好環境、提供必
要的條件，這更是對特首和特區政府工作無微
不至的關心和支持，廣大港人都應該從張委員
長這些講話中，體察到中央為香港好的一片苦
心，積極響應張委員長的呼籲，一起來支持特
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當然，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不
等於搞「一言堂」，不等於不讓表達不同意
見。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文化多
元、思想多元、利益多元、訴求多元，對一件

事情有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意見，這是很正常
的事情。從政者在制定政策和開展工作的過程
之中，應抱着開放包容、兼聽則明的態度，讓
各種不同意見都有充分反映和表達的渠道和機
會。張德江此次來港視察，專門邀請了立法會
內各黨派議員，包括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以較
為輕鬆的酒會方式來進行溝通交流，他更表
示：「耐心的傾聽，了解對方的立場，讓他們
把話說出來，有什麼不好嗎？」體現出中央政
府和委員長的開放包容和政治胸襟。委員長的
言行告訴我們，要做一個出色的治港者，不但
要能夠團結理念相同的人士，更要以海納百川
的胸懷，傾聽不同意見，努力團結持不同意見
的人士，讓大家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用，最
大限度凝聚全港730萬人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表達不同的意見和訴求，必
須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架構下，理性客
觀地進行表達，不能離開法制的軌道。同時，
在表達不同意見的同時，更需要提出具建設性
的建議，這樣才真正是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如果以提出不同意見為名，實際上是對
特區政府的工作進行拖延、干擾甚至是破壞，

對香港社會有害無益，應該受到抵制和譴責。

張德江呼籲支持特首施政入情入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新華社昨日發表時評，指香港作為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重要節點，
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為自己
帶來多項獨特優勢，只要善加利用
便可開花結果。但更重要的是，在
這樣難得的歷史機遇面前，香港需
要真正敞開胸懷，以寬闊視野和博
大智慧，在新時代中實現與國家的
互利共贏。
新華社時評指，在「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發表主旨演講時就指，香
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備區
位、先發、服務業專業化和人文等
四個獨特優勢，能夠發揮重要作
用，更明確提出中央政府將支持香
港在四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包
括：打造綜合服務平台；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融資平
台建設；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
心相通；深化與內地合作，共同開
闢「一帶一路」市場。

中央挺港是重要政策取向
時評指，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
五」規劃綱要和設計「一帶一路」
願景與行動時，均把支持香港參與
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作為重
要的政策取向。「而握着一手好牌
的香港，如何才能打得更加漂亮，
恰恰考驗着香港人把握機遇的智慧
與能力。」

參與建設 促經濟結構轉型
時評提到，通過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香港在金融、會計、法律、諮
詢等方面的優勢，必將在更廣闊的平
台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鞏固和提升
香港在國際市場上影響力的同時，還

能有效支持自身經濟結構繼續轉型升級，為香
港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增添新動力。
同時，香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也有迫

切的現實需要。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經濟正
面臨艱難的一年—香港經濟在第一季度繼續
放緩，較去年同期僅實質增長0.8%。訪港旅
客人次在第一季度跌幅擴大，連帶影響了零
售、餐飲、酒店等相關服務行業的表現。面
對當下經濟周期的挑戰，香港能夠利用「一
帶一路」戰略擺脫困境，讓不明朗的經濟前
景變得清晰，提振略顯疲弱的投資和消費氣
氛，重新回到「黃金時代」的軌道上。
時評強調，歷史經驗反覆證明，參與「一帶
一路」國家戰略是香港當下和未來的最優選
擇。認真利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巨大
優勢，香港才會立於不敗之地。「值得肯定的
是，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香港特區政府
做了許多工作，包括將成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
跨部門的『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負責制定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並設立
『一帶一路』辦公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統
籌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香港社會各界也
紛紛行動，民間研討如火如荼。」
時評最後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祝

願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航船，乘風
破浪、駛向遠方！」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戴德豐：
委員長在講話中提到「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提出

的偉大構想，是希望730萬港人團結一致，堅守和
維護「一國兩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一
定有前途。我聽完委員長這番勉勵，感到委員長對
香港前途充滿信心，我們港人更要對香港充滿信
心，大家都要樂觀向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
委員長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已經強調了香

港發展經濟的重要性，昨日是重複了這點。他認為，
如果香港因搞政治而忽略發展經濟，香港將會沒有地
位，因香港在國際的崇高地位是靠經濟而生。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
委員長在講話中強調了香港社會應該聚焦經濟才是
最正確、最實際的。香港只有經濟繁榮，社會才能
和衷共濟，才能和諧穩定，否則「蝕底」的是香港
人，最後「埋單」的更是香港人。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正是香港的大好機遇，香
港可以利用「一帶一路」發展經濟，香港擁有金
融、物流中心，又具備健全法制、大量人才、國際
經驗等優勢，其他國家也要利用香港這個平台進行
融資，香港更要發揮優勢發展融資平台。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委員長在講話中引用了《獅子山下》的歌詞，十
分切合香港目前面對的情況，因為香港人都同坐一
條船，應該「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
追」。他期望不同意見者放下政治包袱，加強團
結，凝聚共識，借「一帶一路」這股「東風」，找
尋新的經濟發展機遇，讓香港發展重回正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
委員長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香港要堅守「一國兩

制」，要發展經濟，因為經濟實力決定了國際地
位。但發展經濟並不容易，社會各界也要支持特區
政府工作。「委員長對香港充滿信心，我覺得他是
在為我們打氣，指明方向，所以社會各界更要團結
起來共同發展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
委員長的講話是要提醒香港人，香港經濟需要尋

找新的發展點，香港除了航運、物流、服務中心，
還要擴大科技、金融等其他領域，而「一帶一路」
將會是香港未來十年的發展方向，特別是發展人民
幣結算中心、國際仲裁、專業服務等，都可以抓緊
「一帶一路」的機遇發展得更好。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
國家「一帶一路」創造很多機遇。香港具有金

融、物流、第三產業、網絡等多種優勢，國家發
展需要借助香港優勢，香港也可以利用這些優勢
融入國家的發展。委員長是希望香港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民生，而不是政治，因為政治從來都不適
合港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施榮懷：
委員長昨日的講話呼應了他前日在「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上的講話，他在論壇上闡述了香港在「一
帶一路」的角色和優勢，昨日的講話則闡述了香港
應該如何發揮這些優勢，正因為香港這些優勢是內
地城市不可替代的，所以更要珍惜，並且幫助國家
發展，否則機遇一縱即逝，失不再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梁亮勝：
委員長的講話語重心長，目前香港泛政治化導致

錯失了很多發展機會，不少優勢更是逐步消失。香
港需要改變以前的想法，跟隨國家發展同時帶動香
港經濟發展，才不會落後於內地城市。

■記者 沈清麗、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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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會見傳媒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會見傳媒，，
並總結了委員長視察香港之行並總結了委員長視察香港之行。。 馮健文馮健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