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
港基金主席董建華昨表示，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為香港特區帶來幾方面的新機遇，包括金融業、電影業、
醫療業及「一帶一路」等，有助香港推動新實體經濟發
展，既增加庫房收入，也增加年輕人的上流機會。
董建華昨在午餐會上指出，國家的經濟正進入新常態發

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香港帶來幾方面的新機遇，
包括金融業、電影業、醫療業及「一帶一路」等（見表）。

港滬可成中國兩金融中心
一是金融業。董建華指，國家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水平看

齊，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商品期貨市場發展、債券市場
發展，以至中產階層進行全球資產配置的私人理財服務
上，都為香港帶來機遇。
他續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累積豐富的經驗、專

業能力，也匯聚了全球金融精英，「這些都令香港可以為
國家作出貢獻，同時也為本港經濟加添新動力。」美國有
紐約及芝加哥兩個金融中心，他認為香港及上海也有條件
和機會作為中國的兩個金融中心。

促夥內地創「超級夢工場」
二是電影業。董建華指，香港本來就是「東方荷里

活」，電影人才輩出，而內地的電影票房收入預計兩年內
將超過美國，市場前景亮麗。「香港所擁有的良好服務創
意產業融資機制，以及融通東西方的市場運作精英，這個
優秀的電影業平台，正好與內地緊密合作，創造我們的
『超級夢工場』。」
他續說，有外國電影公司也看中這一點，美國時代華納

公司早前與內地的華人文化產業基金合作，成立以香港為
總部的「旗艦娛樂」公司，他相信其他外國電影公司也有
可能仿傚，「未來在本地的電影人才大有可為。」

倡港升呢亞洲醫療中心
三是醫療業。董建華指出，香港的醫療業擁有過人優
勢，有條件將香港提升為亞洲最佳醫療服務中心，「我
們的醫療系統、服務質素也達到世界水準」，而配合內
地高消費者日益重視健康，追求高水平的醫療服務，對
香港是一個有利的因素。但香港需要確保本地公營醫療
服務要有同樣的高水平，「政府在這方面需要高瞻遠
矚，投放更多教育資源，培訓更多醫療人手，撥出土地
讓私營醫療機構興建設施。」
他又呼籲業界需要更大彈性，接納外來醫療人員來港，

彌補短期的人手不足。

擁天時地利人和拓「一帶一路」
四是「一帶一路」。他指出，國家高度重視的「一帶一

路」計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察期間
指，在設計「一帶一路」規劃時，已把香港的參與作為重
要的取向。香港具備國家門戶、開放式自由港及高水平專
業服務的重要元素，「（香港）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
獨特優勢，我們須好好發揮這些優勢，把握擺在眼前的無
盡商機。」
除了這四個產業和項目是香港比較明顯可見的新優勢，董

建華亦提到，香港還有科創、社創、藝創等，這些項目都會
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每一項都有力推動香港新實體經驗發
展，既增加香港庫房收入，也增加年輕人的上流機會。
「現在，刻不容緩的是要增加投資去培養人才，開發更

多土地配合發展，投入更多資源在醫療、教育之上，以提
高服務水平。」
他強調，香港還有一個其他國家及地區所沒有的優勢，

就是香港人努力耕耘，特區政府謹慎理財所累積的龐大盈
餘，「這筆逾3,500億美元（約2.73萬億港元）的外匯儲
備，超過一年的GDP（本地生產總值），使我們有條件建
設更好的香港。」

港擁4個新優勢
1.金 融 業

■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將為香港帶來機遇

■香港的經驗、專業能力及金融精英，可為
國家作出貢獻，也為本港經濟加添新動力

2. 電 影 業

■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創造「超級夢
工場」

■外國電影公司與內地合資組成新公司，並
以香港作為總部

3. 醫 療 業

■香港有條件提升為亞洲最佳醫療服務中心

■內地高消費者日益重視健康，追求高水平
的醫療服務

4. 「一 帶 一 路」：

■中央已把香港參與「一帶一路」作為重要
的取向

■香港具備國家門戶、開放式自由港及高水
平專業服務的重要元素

製表：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昨
在午餐會上說，歷任特首均難以
執行回歸前的「行政主導」模
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
佳在會後指，建制派及特區政府
長遠要加強合作，令政府有更大

管治勢力。

「行政主導」僅政治理念
劉兆佳認同，由於特首在立

法會沒多數及穩定的支持，特
首與建制派形成兩個「政治命
運共同體」，所以「行政主

導」只屬政治上的理念而非政
治現實，雙方利益、觀點以至
政治需要都不同，導致合作困
難，令「行政主導」只屬政治
上的理念而非政治現實，這與
香港到目前為止沒有執政黨有
關。

他續說，香港基本法沒有指明
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特首及他
的政治勢力也可自行組成「管治
聯盟」，只要特區政府及建制派
願意分享權力，就能達到執政黨
效果，駕馭行政及立法關係，推
動政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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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加強合作促管治

董建華籲政府建制緊密合作
促管治適度有為 政黨更照顧港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家駿）香港正面對複雜的民

生問題及政治問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

主席董建華昨日指出，要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以至政

治困局，需要香港人團結、共同努力，使管治重回正

軌，恢復建設和發展。他認為，特區政府要有適度有

為的管治方向，聆聽各業界意見；構建與建制派的緊

密合作夥伴關係；建制派不能只考慮自己選民的利

益，要更多考慮香港整體利益；反對派也必須走出一

條建設性的路，通過理性、妥協，解決分歧。

團結香港基金昨在港麗酒店舉行午
餐會，分享近半年的工作及對香

港前景的看法，出席的包括前首席大
法官楊鐵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前財政司司長梁
錦松、全國政協委員霍震霆等。

行政主導 歷任特首難實施
董建華在會上致辭時指，回歸以
來，歷任特首都難於實施有效的「行
政主導」，加上經歷國際金融危機及
大型天災等，以至經濟轉型及「高樓
價、置業難」，令社會有怨氣，結果
接連爆發違法「佔中」及旺角暴亂，
更衍生出「港獨」等違憲違法的主張
（見另文）。不過，他對香港前景仍
然表示樂觀。
董建華解釋，香港人一直追求一個

理性、文明、繁榮的社會，他期望香
港政府及各個政黨為了香港福祉，凡
事亦要多走一步，又希望香港人團
結，立法會要減少拉布、內耗，務求
各方面共同努力，使管治重回正軌，
回復有效施政，恢復建設和發展，才
能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以至政治困
局。

單靠市場決定 難解困迎機遇
他指出，特區政府的整個團隊要
有適度有為的管治方向，「依賴市
場決定一切的思想，已不足以應付

現時的問題」，特別是香港正面對
因科技突飛猛進而帶來的新產業革
命，在為香港帶來新經濟機遇的同
時，也會影響目前低技術、低收入
的群體，「我們需要及早研究怎樣
應付新挑戰，早日聆聽業界意見，
盡早提出對策，讓衝擊減至最低，
讓大家得以安居樂業。」

倡建制多參與施政議政
董建華指，特區政府要與建制派更

努力合作，製造緊密的夥伴關係，讓
建制派更多參與施政、議政，而建制
派不單要考慮自己選民的利益，也要
更多考慮香港整體利益。
同時，在民主社會存在反對意見是

正常的，但反對派必須有建設性及合
理性，特區政府也應與他們加強溝
通，「在分歧的問題上，特別是經濟
民生等議題，是可以通過理性、妥協
的手段來解決。基於社會整體利益、
市民福祉，持反對意見的反對派人士
必須走出一條建設性的路。」
他又認為，香港社會視野有局限，

市民思維便容易有偏差，這一點香港
要更多關注和加快改善，「香港離開
祖國長達一百五十多年，很多人對國
家認識不夠。回歸後，社會關注集中
在『兩制』，歷屆特區政府也太過聚
焦於此，對『一國』的事情，包括國
家憲法、（香港）基本法的認識，尚
有大力推廣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
董建華昨表示，在春節的旺角暴亂
後，有新政黨成立，更鼓吹「民主
自決」、「香港獨立」。他認同港
人支持本土文化，但「港獨」是
「絕對錯誤的想法」，不會得到港
人支持，更是違憲及違法，會將經
濟發展推上絕路，又指若繼續吵吵
鬧鬧，大家都得不到任何好處，最
終是香港人「埋單」。
董建華昨在團結香港基金午餐會致
辭時指，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
的保障之下，香港社會較殖民統治時
代更民主，但也衍生了新的管治問
題：特首不領導任何政黨，立法會議
員卻是民選產生，令歷任特首都難於
實施回歸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
導」，歷屆特區政府都出現期望有所
為而不能為的處境，「議員中，有獨
立人士、更多屬於不同政黨，他們往
往由於代表不同利益，互相爭持，亦
會與特區政府爭持不下。」

經濟民生受損 社會積怨氣
他續說，香港回歸後經歷了不少風
雨，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金融海嘯等國際金融危機，還有
「禽流感」、「沙士」等大型天災，
一浪接一浪而來的衝擊，嚴重損害經
濟民生。而自2009年以來，香港樓價
飆升，造成「高樓價、置業難」的現
象。
董建華又指，經濟全球化、科技持
續發展，令集中金融、地產及部分專
業服務的香港，未能與時並進，創造
更多由科技發展及新產業所帶來的新
職位，目前大部分的工種均為較低層
次及低收入的職位，以致整個社會，
特別是年輕人上流受阻、財富分配不

均，貧富懸殊惡化。
他認為，這些都導致香港社會出現

怨氣，矛盾變得更深，令近年社會陸
續出現問題，包括2014年發生的違法
「佔中」事件，「漫長的示威行動，
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和生計之餘，最令
人遺憾的是，有望於2017年推行的香
港特首普選，在這次風波中被拉倒，
令實現普選變得遙遙無期。」

再吵鬧遭蠶食 港人終「埋單」
董建華續說，在違法「佔中」落幕
不久，今年春節又發生更加激烈的旺
角暴亂。他斥責少數極端「本土化」
者還乘勢建立新政黨，鼓吹「香港獨
立」、「民主自決」的主張，「以本
土之名，走『獨立』、『自決』的
路，是絕對錯誤的想法。」他強調，
「港獨」不會得到香港人支持，因為
這一是違憲違法，二是把經濟發展推
上絕路。
他指出，違法「佔中」及「旺角暴
亂」事件，引致本地及國際的極大迴
響，明顯損害了復甦當中的香港經
濟，「我們再吵吵鬧鬧下去，香港社
會只會被蠶食，大家不但得不到任何
好處，最終還要香港人自己『埋
單』。」
有人擔心內地與香港關係因此受

到影響，「一國兩制」可能有變，
董建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上月來港視察期間帶來正面
訊息，「中央一如既往關心香港，
願意大力支持香港，認為香港地位
是其他地方難以取代的」，他認為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實踐是
成功的，即使現時出了一些波折，
未來或有新的挑戰，中央對貫徹
「一國兩制」的大方針是不會動搖
的。

「港獨」絕對錯
推港上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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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昨指出董建華昨指出，，要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以至要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以至
政治困局政治困局，，需要香港人團結需要香港人團結、、共同努力共同努力，，使管使管
治重回正軌治重回正軌，，恢復建設和發展恢復建設和發展。。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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