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6年
2016
年 5 月 22
22日
日（星期日
星期日）
）

「一帶一路」擴容 港金融受惠
葉太：大量基建需資金 本地東南亞人脈可助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日前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了主
旨演講，點出了香港未來可提升自我發展的重點方面。新
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昨日在一個講座上指出，
「一帶一路」是一個宏大的建設藍圖，已受到世界各國如
荷蘭、法國和澳洲等追捧，國家發改委還因此不斷調整版
圖，以吸納更多有興趣參與的國家。她認為，香港能成為
「一帶一路」大量基建項目的融資平台，讓香港金融業得
益，而香港眾多華僑社團和東南亞人脈，將為促進和東南
亞各方面的聯繫起到重要作用。

■葉劉淑儀昨於講座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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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昨日在出席由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主辦的
講座時提到，她去年向外國商會介紹「一帶一路」

時，荷蘭商會的主席很開心，因為「一帶一路」的三條亞歐
陸橋都會經過荷蘭的鹿特丹。葉太又笑說，後來遇到法國駐
港總領事，聽到其抱怨為何「一帶一路」不經法國，稱法國
亦有許多港口可參與「一帶一路」。

出，金管局將在 7 月 3 日推出一個「基建融資促進平台」。
她解釋，投資一個基建或需數十億美元，而有銀行家估計，
亞洲基建融資年需 8,000 億美元，甚至亞投行也不夠錢，要
私人銀行、國家發展銀行等合力「幫手」才能應付，故香港
需要推出這樣一個平台，集合不同銀行促進銀行間集資和投
資，因此，香港在金融方面一定能得益。

多國爭相加入數拓版圖

華僑社團能作重要貢獻

她指出，「一帶一路」中的「一路」──「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不似舊絲綢之路只是向西，而是還會向南至南
太平洋，因為澳洲非常樂意參與，並申請加入了亞投行，可
見「一帶一路」受到世界各國青睞。國家相關部委因此不斷
調整「一帶一路」的版圖，讓更多國家可以參與。
葉劉淑儀強調，「一帶一路」國策涉及整個亞洲尤其是東
南亞的大量基建項目，需要大筆資金，而目前世界上有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兩個機構能提供基建融資，但兩者
都由美國和歐盟控制，亞洲亦有亞洲發展銀行，卻由日本控
制，而國家有幾萬億美元的儲備，故成立亞投行，為「一帶
一路」涉及的基建籌集資金。

除金融外，葉太指出，香港大量的華僑社團和東南亞人脈
能為「一帶一路」帶來重要貢獻，例如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是泰國華僑，嘉里建設創辦人郭鶴年是馬來西亞首富，《明
報》董事會主席張曉卿是馬來西亞「森林大王」，而葉劉淑
儀自己也是半個新加坡華僑。
她憶述 1996 年時，菲律賓和泰國聲稱香港回歸祖國後，
不會給特區護照免簽待遇，時任入境處處長的她，親身帶同
一隊福建華僑飛往馬尼拉，直接與菲律賓外交部對話。其
間，同行的華僑先聯繫當地華僑幫忙「活動」，最終問題得
以解決，故華僑的聯繫非常重要。她說，國家發改委亦向她
表示，希望香港能促進和東南亞各方面的聯繫。

料港年底成亞投行會員

「滴漏」方式帶動社會受益

她表示，現時已有 57 個國家加入亞投行。雖然美國不肯
加入，但除日本外，所有美國盟友統統都加入了，包括韓
國、澳洲、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我諗我哋中國都掹晒佢
（美國）啲盟友（入來），除咗日本。」
她相信，香港加入亞投行的申請會在今年 6 月處理，估計
今年年底可以非主權國身份正式加入。
為配合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投資基建，葉劉淑儀指

對於「一帶一路」國策對香港市民有何切身利益，葉劉淑
儀指出，國家經濟策略的利益是以「滴漏」形式惠及大眾市
民，有頂層設計，不同行業會有不同得益，要看不同人如何
利用。在金融等行業得益以後，消費增加，將會帶動社會各
行業都得益。
葉太說，現時國家對香港的政策不再是「送禮」，而是給
出一個框架，看港人如何善用。

■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昨舉辦「一帶一路」講座，探討香港在當中的機遇。

「海絲」
實習生 冀明年加碼
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將給

( 8 香港帶來重大機遇，很多本地
民間組織都積極參與，包括由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籌組的海
上絲綢之路協會（海絲會）。葉劉淑儀昨日表
示，該會今年推出的「一帶一路」學生暑期實
習項目，有 18 間公司提供共 111 個實習名額，
希望明年能擴大範圍，提供更多名額，讓更多
學生可以裝備自己，協助他們擴寬視野。

111名額助見識「一帶一路」
據介紹，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是香港最早成立
參與「一帶一路」的民間組織，宗旨是要支持
和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研究、探索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視察香港
時，在酒會中與 10 名立法會議員會面，
包括 4 名反對派議員。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昨日均表
示，今次溝通是一個突破性的安排，期
望未來可建立恒常的溝通機制，有更多

交流機會。劉慧卿更稱，民主黨歡迎繼
續交流，「在香港傾好，去內地都不緊
要。」

李慧琼：晤委員長突破接觸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今
次溝通是中央領導人在香港回歸 19 年

來，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反對派議員，是一
個突破性的安排，整個會面過程非常暢
順，「見不到有誰人不讓人發言。」
她坦言，中央與反對派目前的溝通機
制尚未暢順，「中聯辦或特區政府與社
會各界溝通都不是新鮮事，但回歸十多
年，每次『泛民』議員返內地都會引來
媒體大篇幅報道，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其實不是很合理的。普通人返大陸（內
地）是一件好普通的事，但議員與中央
溝通卻是這麼大的事，顯得溝通尚未暢
順。」她期望，議員與中央未來可繼續
有更多交流機會。
劉慧卿在同一節目中稱，中央領導人來
港與反對派溝通是好事，更期望日後有恒
常溝通機制，「繼續傾，我們民主黨是歡
迎的，在香港傾好，去內地都不緊要，但
要讓所有『民主派』人士自由進出內
地。」
工黨議員何秀蘭則聲言，他們當日與委

員長會面，只是各自表述，並無真正的互
動，期望日後可再改善溝通安排，「我覺
得真正互動是更加需要，當然這是第一次
會面。」

闡述「一國兩制」鼓舞港人
被問及張德江在講話時重申中央的
「一國兩制」政策方針不變，繼續堅
守，李慧琼認為這是好事，因為這對香
港人可以起一定的鼓舞作用，「普遍香
港市民希望『一國兩制』可以繼續，過
去、現在、將來，我相信市民都希望
『一國兩制』可以繼續，這是對國家、
對香港是最好的。」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也表示，今次委員長
訪港時清楚表明了、肯定了「一國兩制」
政策不會改變是一件好事，「現在中央肯
定了『一國兩制』，沒有『一國一制』。
你看現在外邊市民會不會揀『獨立』？當
然不會揀！」

黃之鋒借會面片梁家傑爭選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視察香港
時，4 名反對派議員與他
會面，有人提到要求中
央「撤換特首」。圖以「自決」等口號在
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爭取激進反對派選票
的「香港眾志」，其秘書長黃之鋒向傳統
反對派開火，稱他們此舉是在「倒退」，
令人感到「不舒服」，又稱身為反對派在
會面時應聚焦提出民主普選及「自主」、
「自決」的訴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反駁
稱，他們此舉是要為市民「出一啖氣」，
又暗踩黃之鋒「角色不同」，「我是之鋒
都不會入去（會面）。」

『倒×』在北京劇本中的作用，只是消解
民氣，削弱民主運動，從而加強對港政治
控制？」
黃之鋒昨日與梁家傑接受電台訪問。黃
之鋒向梁家傑發炮，稱他們在會面中向中
央領導人要求「撤換特首」是「倒退」的
做法，「是不是即係視香港選舉制度如無
物？」他又稱，即使「香港眾志」獲邀出
席酒會都不會去，因為這並不是「公開、
透明」的對話機會，他們希望與港人共同
進退，在街頭表達訴求，「可以有更大的
發揮。」

「借勢燃燒到立法會選舉」

梁家傑反駁稱，自己是為市民「出一啖
氣」，而他在交給委員長的備忘錄中，有
提到要求開啟「港事會議」等，又揶揄黃
之鋒指，大家的角色「暫時不同」，所以
「我是之鋒都不會入去」。
除了「眾志」外，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
也在fb發文，稱梁家傑的講話「實在令我
冒汗」。他聲稱，反對派爭取的是要改變
制度，不是『撤換特首』那麼表面單
調」。「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也在其

&

黃之鋒在其 facebook 轉發了同樣有意參
加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土地正義聯
盟」成員朱凱迪的文章，其中稱反對派 4
名議員參加了與張德江的會面，「明顯是
希望借勢將『倒梁』一直燃燒到 9 月立法
會選舉，吸引對政治抗爭一時泄氣的選民
再一次以『大局』為重，為催票工程製造
鋪墊。……難道『泛民』還看不清楚，

社記「青政」也抽水指「做騷」

■黃之鋒批評4名與張德江會面的反對派議
員，是要為立法會選舉造勢。
fb截圖
fb 發 文 揶 揄 4 人 只 是 為 了 選 舉 而 「 做
騷」。不過，無論是反對派 4 名參與會面
的立法會議員，還是對該 4 人冷嘲熱諷

■黃浩銘也在 fb 發文抽水，稱梁家傑的
講話「實在令我冒汗」。
fb截圖
者，所為的其實同樣是為了打擊自己政黨
的選舉對手而已！
■記者 鄭治祖

港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發展機遇和出路，
推動香港發揮地緣、產業和人文優勢，並加強
公眾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認識。
葉劉淑儀表示，該會已推出多個商貿及文化
交流團前往福州、海南及捷克，而在推出的一
系列活動及項目中，最令其自豪的是今年的學
生暑期實習項目。有關項目由18間公司提供111
個實習名額，企業包括中銀、國旅、招商局、
信和、嘉里等集團，職位遍及內地、東盟國
家、吉布提、捷克及加拿大，被各大學認為是
「最好的program（計劃）」。
她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讓學生出外拓寬視
野，又幽默地笑說：「等佢哋唔好諗咁多『港
獨』同『自決』。」
■記者 鄭治祖

中央「門常開」非「破天荒」 後續看反對派態度

劉慧卿：鴿黨樂與中央續溝通

■李慧琼、劉慧卿、何秀蘭與鍾國斌昨接受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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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
視察香港時，首次有反對派議員與
中央領導人面對面溝通。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譚惠珠及鄭耀棠均表示，
中央一直「門常開」，樂意與各方
對話，但溝通是雙方的事情，未來
能否繼續還看反對派的態度。

珠姐：向來有邀請飯聚

有指張德江是次與香港部分反對
派議員會面，是一次「破天荒」的
安排，譚惠珠對此並不認同。她指
出，中央一直樂意與各方對話，
「其實中央政府一直都有請『泛
民』去中聯辦吃飯，請他們去上
海。如果任何『泛民』（中人）有
意見，我知道中聯辦一定會『門常
開』的；可能（今次會面）模式、
形式是比較新一點，很少會用『雞
尾酒會』、『摸酒杯底』的方法來
溝通，所以我不會形容它是『破天
荒』，但是一個好安排。」
她強調，溝通是雙方的事情，需
要反對派也有樂意對話的意願，
「如果請你食飯，你不去；請你去
上海，你不去，或者去到你不參加
會議，這就當然無得溝通。請你飲
雞尾酒，你去，這就有得溝通。所
以這是要兩方面願意，如果有機
會，『泛民』又好，中央又好，對
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被問及有
消息指全體立法會議員有機會下月
訪問深圳，她則指自己不了解有關
事宜。

棠哥：和諧溝通有底線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也表示，過去幾年的困局是雙方互
不信任的結果，今次會面之所以成
事，是因為中央和反對派都知道，
倘不溝通就沒有出路。他認同張德
江委員長表示，不用分幫分派，
「不應該這樣分，這樣分大家都無
癮。所謂建制派看你如何劃
（分），你條線如何劃，你劃過一
點，可能這部分都是建制派，劃過
一點，那一群人就被你排除。」
他認為，張德江委員長此行已達
到團結各界、營造和諧的效果，但
中央與反對派的關係如何發展，還
看反對派的態度，「溝通、和諧都
要有底線，沒有底線的溝通、和
諧，嘻嘻哈哈無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