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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施

榮懷，1985年踏足內地做生意，2000年加入政協大家庭，這位出身於

傳統愛國家庭，而今成為商界建制派領軍人物，近年在香港大是大非面

前，他勇於表達自己的立場。他說：「對的、有道理的，為什麼不敢

說？香港應該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共同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施榮懷

強調，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應當正視，而矛盾主要基於港人對自己身份的

認同，對國家發展的不了解。2015年他與北京市政協委員發起成立香

港北京交流協進會，冀以此為平台，讓港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多地了解國

家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港人要愛國家，才能更好發揮「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的獨特優勢，為香港找到新出路。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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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寫提案倡內企借港優勢

■ 施 榮 懷
（左二）出
席長子施湧
樂（中）大
學 畢 業 典
禮 ， 太 太
吳蕙英（右
二）、二子
施仲樂（左
一）及幼女
施曉雯一家
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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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榮懷表示，今年3月出席北京兩會期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見港區

政協委員時指出，全世界都在搶搭中國發展快
車，搶抓中國機遇，許多國家為了抓中國機遇
還得排隊買票上車，香港不光不要排隊，而且
國家還給你留座位。
他說：「我很着急，國家已給香港留了位，

但香港人不用買票、不用排隊都不懂得上車，國
家有什麼優惠政策，港人不懂，更不會用。」

港再不努力會被內地超越
施榮懷憶述，自己當年留學美國，因家族

生意需要，大學畢業即「被迫」返港幫手。
但他又感到幸運，上世紀80年代已有機會到
內地，生意更一做三十多年，走遍大江南
北。親身參與及見證了國家的發展變遷，雖
在港出生，但愛國情懷油然而生。他透露當

年自己的志向是教書，結果現在「最喜歡做
的事，就是做生意」，多年的內地歷練，更
深切感受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非常
適合內地發展，只有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他說：「看到今天內地人很拚搏、很有幹

勁，就好像以前的香港人。內地近年發展得
好快，見多識廣，視野、思想闊了，他們的
企業越做越大，生意越做越遠。反觀香港，
發展慢下來了，不少普通市民對國家的發展
不了解，香港對青年人的教育亦出現問題，
如果香港再不努力，很快會被內地超越。」

籲多辦推介會分享成果
面對香港發展滯後，施榮懷希望特區政府

應更積極主動做事，特別是駐內地辦事處，
應將內地各省份的優勢特色，結合香港特
點，有針對性地推介給港人。

他建議可半年在港舉辦一次推介會，將國
家及各省市重要的發展方向及優惠政策，及
時有針對性地推介給業界，政府應帶領港人
切實融入國家的發展，分享國家發展成果。
由2000年任上海浦東新區政協委員、2003

年任北京市政協委員、2008年任北京市政協
常委，再到201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
大家庭一路走來，施榮懷腳踏實地，務實肯
幹，人緣極佳，工作備受肯定。
他透露將通過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切切實實

做接地氣的事，北京作為首都，具三大中心優勢，
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交通、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是經濟、
金融的決策與管理中心。他希望港人通過了解北
京，從而了解祖國及民族，增加身份的認同，並
在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分得一杯羮。

大是大非激濁揚清
心繫兩地助融通融通

身兼北京市政協常委的施榮
懷，於2015年11月與北京市政
協港區委員共同發起創立香港北
京交流協進會（簡稱港京會），

由其任創會會長，冀透過這一平台，更好
地發揮政協委員作用，促進京港合作交
流。他表示除了促進京港經濟、文化發
展，青年工作亦是該會的重點之一。

邀科創精英訪京展示
施榮懷透露港京會獲北京市政府及市
政協的鼎力支持，目前有 300 多名會

員，該會歡迎所有關心京港兩地發展的人士
加入，包括在北京工作、讀書的香港人，來
香港讀書及工作的北京人。港京會成立不到
兩年，但已成功舉辦了多個大型論壇、講
座、展覽、青年交流團、研討會等，今年將
再接再厲於京港兩地推出系列活動。
「繼去年成功邀30名北京中學生來港，出
席『京港青少年科創精英交流營』，今年將邀
30名港中學生訪京，他們均是在全國大大小
小的『科創』和設計比賽中得獎的青少年。」
施榮懷很開心地說，兩地學生，在活動中展示
他們於交通、食品安全、醫療、藝術、納米技
術等影響世界的「科創」成就，效果很好，活
動將持續辦下去。
大學生方面，施榮懷指港京會今年首次贊

助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香港大學生創新
及創業大賽2017」，以推動大學生科技創
新、創業為目的，為有志投身科技創新及創業
行列的大學生提供相關的培訓及支援服務，亦
為香港大學生提供交流和分享的平台，而得獎
者將有機會代表香港及所屬院校參加「挑戰
盃」全國賽，讓香港人才得以走向國際。
施榮懷表示，港京會去年成功向特區政
府「青年發展基金」申請到350萬元，港京
會出資150萬元，合共500萬元，資助各行
各業的青年人創新創業，將創新知識轉化
成可操作的企業、公司，擬資助10個青年
或項目，每項可獲50萬元資助。

辦活動慶回歸20周年
施榮懷指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港京會將

邀請中國三大男高音戴玉強、莫華倫、魏松來
港，於今年5月8日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行「中國
三大男高音慶回歸20周年演唱會」。此外，還
將聯手中華廠商會，於6月底赴北京舉辦工展
會，與北京市民同享香港回歸20周年喜悅。
施榮懷表示港京會要做的事還有好多，

「我們正在與北京的央企、國企洽商，協助港
京會籌辦『三年百人計劃』，希望他們提供
100個實習職位予香港大學生，讓他們能夠透
過實習認識國家，加深對國家的了解」。

■記者 鄧學修

作為香港中華廠商會永遠名譽會
長、商界代表的全國政協委員施榮
懷，每年均提交多份提案，今年他
與全國政協委員李秀恒及林大輝聯
名提交了7份提案，其中《香港優
勢助內地企業邁向國際》則是他本
人主寫。他認為內地企業的綜合實
力和國際競爭力正不斷提升，而在

港的各類商會、協會近三百家，其中包
括三十多家外國商會、三十多家行業商
會、綜合性商會以及半官方機構。

港商貿服務可做跳板
施榮懷倡議內地企業應積極加入香港

商會、協會，這樣可更容易取得這些國
家投資的最新資訊，利企業開拓國際市
場。而《關於切實推動內地中小企業
「減負降本」》提案，則是收集了廠商
會同仁在內地投資設廠所遇到的問題而
提出的建議。
施榮懷強調，香港是一個全面開放、

高度國際化的商貿平台，具有得天獨厚
的地理位置和營商環境，是外資企業進
入內地的主要門戶，也是內地企業走向
國際的重要橋樑。
他指出，香港助內企拓展海外市場的

優勢包括：香港的商貿服務是內地企業

海外拓展的平台和跳板，以及香港的專
業服務可助內地企業海外收購合併。為
此他建議香港應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鼓勵有實力的企業來港上市，
籌集「走出去」所需的資金，同時加強
兩地政府部門的交流與溝通，進一步提
高兩地在投資領域的合作水平，而若能
充分利用香港商會組織的服務功能，施
榮懷相信能為兩地企業創造更多的合作
機會。

籲國家為中小企「減負」
施榮懷指出，在內地的中小企業面對

林林總總的行政和專業性收費，業界反
映，未能受惠於中央接連出台的減稅降
費利好政策，因相關政策主要針對經認
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小微企業，而數量
佔最多的中小企業卻未能受惠其中。
施榮懷建議國家在制定和出台幫助企

業減輕成本負擔的政策時，應當將中小
企業納入稅收優惠政策的框架中，以凸
顯中小企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同時，他建議減輕企業的非稅負擔作

為「降成本」的重要舉措，除了通過進
一步簡政放權，減輕企業面臨的各項隱
形制度性成本外，亦大力降低企業的各
項行政和事業性收費，包括顯著降低社

會保險繳費費率和取消徵收包括企業工
會費等在內的不合理繳費，透過全方位
的減負「組合拳」，方能更全面、更有
效地協助中小企減輕成本負擔。

■記者 鄧學修

施榮懷雖然每天生意公職兩頭忙，
但談及妻兒一臉幸福，他說：「我
的3個仔女都好乖、好生性，因我有
一個好老婆。」施榮懷力讚太太吳
蕙英，結婚二十多年來全心全意相
夫教子，令子女孝順聽話，成績優
秀，各自找到發展方向。現在3個仔
女都在美國，長子施湧樂去年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畢業，現繼續升讀碩士；
二子施仲樂主修商科；幼女施曉雯則即
將入大學。
施榮懷表示，3名子女都在香港傳統

學校讀完中二，才送到美國，主要是
讓他們先學好中文，對自己的文化、
價值觀有更深入的認識。
「3名子女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事

情，這是很重要的。他們自己會說，
父母花了很多錢，讓我們到外國讀
書，如果讀得不好，實在太對不起父
母。」施榮懷認為對子女的身教很重
要，「對他們我沒有做特別要求，只
希望他們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他們
也不一定要回來接班，如果他們是不
適合做生意的話，勉強他們就不好

了。」

遺憾子女不懂閩南話
談及遺憾的事，施榮懷認為是他的子

女都不懂閩南話，身為福建人的他，笑
言小時候曾嘗試教他們閩南語，但他們
都很抗拒，直到現在，二子發現台灣、

東南亞等很多地方都講閩南話，開始很
後悔。施榮懷透露自己小時候，因嫲嫲
不懂講廣東話，必須用閩南話溝通，所
以雖然「半桶水」，但總算學會了。不
過，因太太是潮州人，自己的3名子
女，便沒有相應的環境可學習了。

■記者 鄧學修

■施榮懷（右一）與赴京出席兩會的全
國政協委員陳清霞(右二)、朱銘泉(右三)
及容永祺於人民大會堂前留影。 鄭群攝

■■施榮懷冀通過香施榮懷冀通過香
港北京交流促進會港北京交流促進會
助港人了解國家助港人了解國家。。

鄧學修鄧學修 攝攝

■■董建華董建華((左八左八))、、梁振英梁振英((左九左九))、、張曉明張曉明((左七左七))等出席香港北等出席香港北
京交流協進會成立典禮京交流協進會成立典禮。。

■■施榮懷施榮懷((右右))與弟弟施榮恆與弟弟施榮恆((左左))於於20152015年同獲銅紫荊星年同獲銅紫荊星
章章，，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禮賓府花園合影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禮賓府花園合影。。

■■ 施 榮 懷施 榮 懷
((左三左三))和父和父
親 施 子 清親 施 子 清
((左二左二))陪同陪同
北京市政協北京市政協
副主席趙文副主席趙文
芝芝((左一左一))參參
觀京港兩地觀京港兩地
中學生的科中學生的科
創作品創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