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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推長者遊 千人團振港旅業
長江村冀同慶回歸 增見識促交流合作

長者旅遊有巨大發展潛力，或者

是本港入境旅遊的新出路。內地江

蘇長江村由本月起至5月底，分批

帶60歲或以上的村民及部分老職

工，合共千人遊港澳，同時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0周年。長江村村委

會主任、總工會主席范興龍昨日表

示，今次千人遊除了讓長者來港長

見識外，也希望加強雙方合作交

流，取長補短，建立增進友誼的新

平台，未來會向村民分享旅港經

驗，吸引他們訪港。

■記者 尹妮、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工聯會
會長林淑儀昨日表示，只有國家發展
才能帶動香港發展，身為中國人，對
中國強大感到很驕傲。她希望日後兩
地人民能加強合作及交往，互相發揮
優勢及補足短處。林淑儀在活動致辭
時表示，雖然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但亦要與國家各方面交流及融
合，香港要充分利用國家的發展，才
會有前途。
林淑儀指出，雖然江蘇亦是內地一
個重要的發展領域，長江村是經濟強
勁的農村，她身為中國人，對看見中
國強大感到很驕傲及幸福，希望未來
每個人在不同領域、不同崗位及地方

為中國夢打拚，為全中國及下一代人
過更美好的生活，希望日後能帶更多
本港年輕人到長江村及內地其他地方
參觀及學習，共同努力促進兩地合
作。
林淑儀表示，儘管自己未曾到長江
村，但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去年11
月曾到當地考察，得悉該村的經濟發
展水平高。她希望該村村民在來港旅
遊之外，亦順道看看香港繁榮的一
面，「旅遊業為香港帶來收入，應歡
迎各方旅客來港。」
她續說，兩地人民應多交流，大中
華地區要互相促進發展才能把握機
遇，而非與內地城市惡性競爭。

她認為，香港在研發、會計及企業
管理等有優勢，內地則優於生產，兩
地應發揮各自好處、互補不足。

首天80人的旅行團昨晚完成行程，在
鯉魚門舉行啟動儀式，工聯會會長

林淑儀、副理事長張樞宏、中聯辦社工部
副部長李運福及主任科員林宗賢等出席。
范興龍指出，旅行團看了灣仔會展中

心、金紫荊廣場、海洋公園及鯉魚門等香
港傳統旅遊景點，村民對香港的發展感到
很驚訝，很開心及高興，形容是眼界大
開，並指旅行團自本月起至5月底，分10
批旅行團來港，相信可增加兩地交流。

范興龍：「中國港口第一村」老有所樂
范興龍解釋，長江村經濟發展近年起

飛，經濟總量逾500億元人民幣、淨資產
逾200億元人民幣的村級經濟實體，也有
中國500強企業江蘇新長江實業集團，並
經過18年沿江開發在長江7.2公里黃金岸
線上建起了全國最大的村級碼頭集群，號
稱中國港口第一村，年吞吐量逾億噸。
他續說，村民生活水平也得以進一步提
高，村內長者不僅物質生活有保障，也有
足夠的時間去追求精神文化享受，參加各
種旅遊更已成為大多數老年人的嚮往、追
求和切實的需要，「他們不僅要老有所
養，還要老有所樂。」
他認為，今次千人活動希望讓長者多走
地方、多長見識，進一步營造村區敬老愛
老的濃厚氛圍，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美
德。
范興龍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
不斷探索前行，港口貿易及物流業、金融
服務業、旅遊業三大支柱產業得到了持續
高速發展，保持了經濟的繁榮穩定，正是
「一國兩制」的成功體現。
他續說，未來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推
動下，新一輪競爭和發展機遇呈現，今次
也是一個機會向香港學習管理理念、法律
法規、硬件設施及人性化服務等，才能合
理面對新形勢，拓寬新思路，在經濟發展
的大潮中，做到職工權利、民生建設與經
濟發展齊頭並進。

首批80名來自江蘇長
江村的居民訪港 5天 4
夜，到訪香港多個景

點。多名旅客讚揚香港發展迅速，港人亦
十分友善，且衛生環境、城市管理佳，值
得內地學習。他們更希望藉着香港回歸20
周年，兩地人民能加強交往及合作，促進
兩地發展。
現年68歲的徐祖洪表示，這次首度訪
港，「感覺香港特別繁榮，真的是東方明
珠」，又讚揚維多利亞港的夜景漂亮，
「真的無法用語言表達！」
他續說，香港人質素好，不但有市民向

他們打招呼，馬路亦較安靜，不如內地般
經常發出噪音，且交通秩序良好，交通警
察不會長駐在路上，顯示香港是一個法治
社會。
徐祖洪說，香港社會發展與內地差距

大，顯示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成功實
現，又指自內地改革開放後，很多內地人

渴望來港發展，惟不少人不了解香港政
策，希望兩地人民加強交流及合作。
他又指，內地大學生可多來港汲取香
港文化技術及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讓
年輕人將相關知識帶到內地，加強內地
發展。
現年69歲的徐君良表示，五六年前曾到

香港交流，這次來港發現香港的發展較從
前好，例如愈來愈多摩天大廈。在多個景
點中，他最喜歡金紫荊廣場，因該處是回
歸升旗的地方，很有代表性。
他透露，兩個80人的旅行團中，有一團

共花費50萬元購買金飾，自己亦花逾8,000
元買頸鏈、食品及藥油等。
徐君良又讚揚港人質素好、守規矩，非

常文明，例如不會衝紅燈及插隊，又指香
港街道整理清潔、衛生程度高，笑言：
「東方之珠果然名不虛傳！」

「好玩 吃得好 睡得好」

現年82歲的陸鳳珍首次來港旅遊。她表
示，以前從未聽過香港，旅行亦只到過福
建，非常開心這次有機會來港到海洋公
園、太平山及淺水灣等地。她對香港的感
覺非常好，「好玩、吃得好、睡得好，從
未住過這麼好的賓館！」
她又讚揚香港發展迅速，交通、環境等

規劃好，笑言香港的食物合乎江蘇人胃
口，「蝦餃很好吃，會向親友多宣傳到香
港旅行。」談到香港回歸20周年，陸鳳珍
認為是一件開心事及大事，兩地人民可多
往來，共同合作發展。

現年63歲的戴鳳英亦是首次來港。她
指，從前僅從朋友聽過香港是個好地方，
這次來港發現香港發展良好、文明程度
高、城市管理亦很好，街道非常整潔，認
為這些均值得內地學習。
她續說，這次旅程到訪多個景點，最喜

歡的是海洋公園，大讚海洋劇場表演有
趣，惟只在樂園逗留兩小時，希望日後有
機會再與家人來港。
戴鳳英透露，這次旅程花費約3,000元購

買化妝品及面膜等。
■記者文森

江蘇江陰長江村東臨江陰
市區，南依無錫，西接常
州，北枕長江，全村總面積

6.5平方公里，居住面積1.5平方公里，擁有19
個村民小組，818戶共2,980位村民。村裡的經
濟發展從1972年創辦兩座小磚窯起家，經過逾
40年的發展，建起了產值逾500億元、稅收逾10
億元、淨資產逾200億元人民幣的村級經濟實體
─中國500強企業江蘇新長江實業集團。
長江村經過18年沿江開發，在長江7.2公里黃
金岸線上建起了規模宏大的村級碼頭集群，於
2008年被評為中國經濟十強村第三名，並先後
被評為全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全國民主法治示
範村、全國十佳小康村等榮譽稱號。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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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儀盼帶港青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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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儀（右三）希望日後兩地人民能加強合作及交往，互相發揮優勢及補
足短處。左三為范興龍。 曾慶威攝

■致贈紀念品。 曾慶威攝

■■江蘇省無錫市江蘇省無錫市、、江陰市共同江陰市共同
主辦的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慶祝香港回歸2020周周
年年」」千人遊港澳活動啟動儀千人遊港澳活動啟動儀
式式。。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起率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州
等多個城市考察，了解各地情況並表達香港尋求加強
合作之積極願望。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規劃群提升至國
家發展戰略，這是香港未來發展面臨的又一次難得歷
史性機遇，梁特首帶團到廣東考察，體現了特區政府
對大灣區規劃和建設的高度重視，尤其是香港作為大
灣區中最具國際性的城市，又擁有「一國兩制」的獨
特優勢，完全可以在其中成為與國際溝通的超級聯繫
人，發揮好龍頭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除了特區政府
積極努力之外，更需要全體港人團結一心，排除干
擾，更新觀念，抓住機遇，以只爭朝夕、發奮有為的
精神來扮演這個積極的角色，促進粵港澳全面合作與
共同繁榮。

梁振英昨天率團到廣東省會廣州，與廣東省省長馬
興瑞舉行座談會。梁振英表示，香港是高度國際化城
市，亦有「一國兩制」的優勢，要在大灣區發揮好本
身的國際性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廣東同香港
距離相近，語言、方言相通，今次在大灣區合作正是
天時地利人和，在經濟結構方面，香港更可以與廣東
錯位發展。馬興瑞表示，粵港澳合作非常重要，進展
非常好，特別是在科技和創新方面的合作，不單有利
促進港澳繁榮穩定，亦有利廣東經濟發展，他形容今
次的大灣區發展，是令粵港澳更緊密合作的時代到
來。香港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大灣區建設上達成
的這些共識，對今後具體落實這個宏偉的規劃，具有
相當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近40年來，尤其是香港回歸之後，香港與
廣東的經濟合作日益緊密，取得了豐碩成果。如今粵
港澳大灣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經濟

總量佔全國的13%，而未來大灣區的規劃和建設，
將把該區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其發展前景輝
煌燦爛、鼓舞人心，問題就在於下一步如何把這個
宏偉藍圖變為現實。梁振英強調，香港未來應發揮
好國際性優勢，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這是根據香
港本身的優勢而提出的一條具體可行之路。事實
上，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的匯聚之地、世界著名的
國際金融和貿易物流中心，與全球有廣泛而密切的
聯繫，足以成為大灣區連接世界的首要窗口與通
道，這正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優勢之體現，也是香港
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只有通過發揮大灣區超級
聯繫人作用，才能使香港現代服務業和創新行業等
優勢保持長盛不衰，從而為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奠定穩固的基礎。因此，全體港人都應看清未來發
展的大趨勢，努力抓住這個歷史性的機遇，避免出
現經濟「邊緣化」的被動局面。

要做好大灣區的超級聯繫人，首先要改變反對融
合、懼怕競爭、畫地為牢的封閉保守意識，應全面更
新觀念，放開胸懷，主動去迎接粵港澳大灣區新時代
的來臨，這樣才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全面發揮香港的優
勢，從而積極去鞏固金融和創新等領域的龍頭地位，
與灣區內的其他城市和地區展開全面合作，形成一個
多方合作共贏的大格局。梁振英此次率團訪問廣東，
可以說走出了重要而關鍵的一步，期待兩地政府今後
能夠就如何具體落實大灣區規劃和建設，形成更加具
體的共識並建立起共同落實的機制，香港社會更要積
極支持和全面配合特區政府的這些工作，為順利推動
香港成為大灣區超級聯繫人而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共同推動這個宏偉藍圖早日變為現實。

努力將香港打造成大灣區超級聯繫人
花旗銀行一項調查顯示，本港擁有百萬元

流動資產的富翁人數逾87萬，按年增加了
14%創新高；千萬富翁則與去年相若，有
5.9萬人。報告最引人矚目的是，有4%的千
萬富翁是學生。本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令
跨代貧窮問題更嚴重，不利社會和諧。一方
面，富者應該負起更多道德責任，積極回饋
社會；另一方面，政府更要積極思考改善財
富分配方式照顧基層，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
境，創造更多向上流動機會，促進社會共同
富裕、均衡發展。

昨日公佈的調查顯示，物業已經成為財富
增長和傳承的主要載體。86%的千萬富翁擁
有物業，當中更有25%的人有兩個物業，
37%的人擁有3個或以上物業。這些千萬富
翁中，2/3有子女，他們的子女當然屬於富
二代。調查就發現有2,360名學生是千萬富
翁，多數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富二代。
目前樓價高企，但72%的千萬富翁願意為子
女付超過100萬元買樓。

近年環球經濟增長乏力，各國採取量化寬
鬆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迅速膨脹，薪金收入
增長遠遠跟不上樓價等資產價格上漲的幅
度。千萬富翁的財富增長，多是通過資產增
值，進一步加劇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趨
勢。富爸爸有更多資源投放在子女身上，包
括教育、生活乃至置業，富人子女已經「贏
在起跑線」。貧富懸殊更造成跨代貧窮，貧
富懸殊趨向固化、惡化，窮人的子女更難透過

求學、就業改變命運，難免對未來、對社會悲
觀不滿，成為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社會矛盾。

收窄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政府和富
裕階層責無旁貸，理應有所作為。首先，富
裕階層應該主動回饋社會，慈悲為懷，承擔
更多社會責任，大力捐助支持教育、醫療、
安老，對弱勢群體尤其是基層家庭的下一代
給予更多照顧。其次，政府可積極考慮通過
稅收政策，優化財富分配，改善基層民生。
事實上，本港商界並不排斥適當加稅，長和
主席李嘉誠就曾主動建議，政府適當增加利
得稅，讓更多基層市民受惠。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政府應引導各界廣泛
討論、凝聚共識，採取必要的利益分享措
施，促進社會均衡發展，減少因貧富懸殊而
產生的社會怨氣。

當然，解決貧富懸殊，幫助貧者脫貧致
富，最重要的仍然是靠大力發展經濟。貧富
差距擴大，其實反映香港經濟發展陷入瓶
頸，財富增長高度集中在地產、金融行業，
普羅大眾很難分享到財富增長的大蛋糕。政
府必須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創造多元化新增
長點，讓社會各界，特別是年輕人有更多創
業創富的機會。眼前擺在港人面前的主要有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戰略，此
乃香港社會面臨的難得的歷史機遇，港人應
抓住時機，團結一心，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
戰略，發揮自身優勢，找到更大的發展空
間，創造更美好生活。

貧富懸殊不利和諧 均衡發展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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