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昨日在北京會

見了以李秀恒為團長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訪京團。他在會見中表示，中

央政府十分重視香港發展，希望香港社會各界結合「國家所需」與「香港

所長」，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李秀恒在會見後對

傳媒表示，李源潮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和新一任行政長官充滿信心，也希望

香港各界能夠認清發展大勢，集中精力，務實創新，發展經濟。

李源潮囑港務實創新拓經濟
冀結合「國所需」與「港所長」積極參與「帶路」大灣區建設

李源潮在會上指出，今年是香港回歸20
周年的日子，是全中國人民慶祝的日

子。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實踐獲得舉世
公認的成功。事實說明，「一國兩制」不僅
是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最佳安排，
而且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個最佳制
度設計。
他在講話中強調，中央將長期堅持「一國
兩制」方針不變，一以貫之、堅定不移。一
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要全面
準確，不走樣，不變形。「許多香港朋友說
當前香港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如何加快發
展，我贊成這一點。」

「十三五」「帶路」明確港地位
李源潮隨即表示，中央非常重視香港的發
展，在「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頂層設計當中，都
明確了香港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他希望香港各界抓住難得機遇，能把國
家所需和香港所長很好結合起來，能抓住
機遇再現輝煌，趕上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快

車。「這是當前香港面臨需要解決的最重要
問題。」
李秀恒在會後向傳媒表示，李源潮在會見

中充分肯定了「一國兩制」實踐成就，並強
調中央政府將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
變，確保制度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大
家應該要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他引述李源潮在講話中，特別提到之前一
些國家對「一國兩制」有所懷疑，現在這些
國家都認為中國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
「他還提到在『一國兩制』實施過程中，當
然會出現一些矛盾，但是這些矛盾都可以化
解。相信香港將來會發展的很好。」
他續說，李源潮在會見中重點講到香港

的發展問題，強調了中央十分重視香港的
發展。香港是中國的窗口，隨着國家的經
濟壯大，將擁有很多發展機遇，在國家
「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中，香港具有明確的不可替代
的地位及作用，希望香港各界把握難得機
遇，趕上國家及地區發展的「快車」，再
現輝煌。

李秀恒引述李源潮說，香港擁有很多優
勢，包括人才、科技、自由貿易、法治等優
勢，惜現屆特區政府花了很多時間處理政治
問題，又提到香港近期發展受到很多政治干
擾，使一些人對「一國兩制」信心有些動搖。

認識大勢 有所轉變創新
李源潮希望特區政府能帶領香港專心發展

經濟，改善經濟，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發展
方面，務實一點，並呼籲香港各界要認識到
香港發展大勢，看到經濟發展的空間，同時
需要有所轉變和創新，特別要發展創新科
技，「他呼籲各界思考如何去好好利用這些
優勢。」

相信林鄭上任領港經濟邁步

李秀恒形容，李源潮在講話中談及對新的
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充滿信心，相信候任特
首林鄭月娥在上任後，能帶領香港經濟發展
走上新台階，並呼籲商界繼續支持新一屆特
區政府的施政，又希望廠商會發揚愛國愛港
傳統，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及大灣區規
劃、繼續推動製造業創新、關注年輕人發展
等方向，為國家貢獻。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戴均良，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馮巍，訪京團榮譽顧問、香港中
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等參加了昨日的會見。

廠商會代表其後拜會了中央統戰部，與戴
均良交流及午宴。
李秀恒於6月25日至28日率領廠商會近

百人代表團抵京，進行為期4天的高層訪
問，拜會商務部、統戰部、中國貿促會、全
國工商聯等部門，並就多項議題進行交流。
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陳永棋、楊孫西及施

榮懷擔任該團榮譽團長。
副團長為廠商會立法會議員兼第二副會長

吳永嘉；副會長徐炳光、楊志雄、徐晉暉、
吳清煥、吳宏斌、史立德及戴澤良。團員包
括一眾名譽會長、常務會董、會董、成員、
中聯辦官員及傳媒代表近百人。中聯辦協調
部副部長郭亨斌擔任該團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回歸20年
來，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不但維持着原有
的優勢，還新增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現任怡
和集團執行董事詹誠信勳爵，在接受中新社記
者專訪時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是香港的新
機遇。無論是從怡和集團的角度還是從英中貿
易協會的角度，他都非常看好香港的前途，期
待香港繼續蓬勃發展。
曾任英國財政部商業大臣的詹誠信指出，20年

前，他聽到不少英國企業憂慮的聲音，擔心香港
回歸之後經商環境改變。「20年過去了，毫無
疑問，香港依然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
香港依然是怡和最重要的基地，過去20年，怡
和在香港的收益是巨大的。怡和的發展歷程是香
港保持繁榮並且不斷壯大的最好例證。」
他指出，衡量香港的一個客觀指標是每年
發表的全球競爭力排名，香港每次都名列前
茅。比20年前，香港更有活力，更有競爭
力。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香港對世界各地的
人才比過去更有吸引力，「今天的香港，超出
了20年前人們的期望。」

事實證「一國兩制」巨大成功
詹誠信強調，香港回歸20年來的事實證
明，「一國兩制」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從
「一國」的角度來看，回歸之後，香港獲得來
自中國政府的強大支持，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
地位更加穩固。同時，香港也為中國的發展作
出了更多貢獻，比如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和人
民幣國際化方面，香港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在『兩制』方面，香港保持了過去的法
制體系，依然是基於普通法的法律框架，這對
穩定外國企業對香港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帶路」新機遇 英企盼參與
英中貿易協會在兩年前就開始對中國「一

帶一路」倡議進行解讀，並開始編寫了每年一
期的《「一帶一路」指南》系列叢書。詹誠信
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是香港的新機遇，眾
多英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也非常希望參與其中。
他認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融資、保

險、項目管理、會計和法律諮詢等業務，都是
英國企業最擅長的領域，而英中兩國在這些領
域的合作，香港是一個「超級連接器」。作為
兩大全球金融中心，倫敦和香港的聯繫非常緊
密，也將共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重要
角色。
談到香港的未來，他表示，無論是從怡和
集團的角度還是從英中貿易協會的角度，都非
常看好香港的前途，期待香港繼續蓬勃發展。
「20周年是一個時間點，人們會通過媒體看
到香港各種各樣的精彩故事。但這個時間點也
在提醒人們去思考，如何經營香港才能繼續講
述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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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明：港回歸成中英橋樑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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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
中新社報道，中國駐英國大使館26日
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招待會。中
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坦言，在香港和
國際上，仍有人對「一國兩制」的前
景感到憂慮，擔心中國政府的政策會
變。這說明他們不了解香港的現實，
不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香港20年來
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一國兩制」
是一項好政策，好政策就不會變。

中英關係迎「黃金時代」
劉曉明指出，香港回歸之前，一直
是中英關係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回
歸以來，日益成為中英關係的重要橋
樑和紐帶。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掃清
了中英關係的歷史障礙，推動兩國關
係發展進入快車道。20年來，中英兩
國從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到建立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再到建立面向21世紀
的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英關係
迎來「黃金時代」。
他表示，香港回歸開創了和平解決
國際爭端的新典範。香港問題橫跨3
個世紀，延宕156年，涉及的歷史問
題和現實紛爭錯綜複雜。但中英兩國
通過10多年的和平談判，創新思路，
創新方法，最終實現香港順利回歸，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性成就，是中
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時也為世

界各國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提供
了範例，為世界和平、發展與進步事
業貢獻了智慧。

盼港堅持初心信心底線
劉曉明說，香港回歸20年來，在中

國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包括香港
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攜手努力
下，香港的發展更加穩健，與祖國的
聯繫更加緊密，發展前景更加廣闊。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堅持『一國
兩制』、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
定，如何更好發揮香港的橋樑作用，
助力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深入發

展，我認為以下三點至關重要。」劉
曉明說，一要堅持初心，全面落實不
走樣；二要堅定信心，搶抓機遇不放
鬆；三是堅守底線，激濁揚清不動
搖。
他表示，中國政府支持香港發展對

外交往與合作，但堅決反對任何外部
勢力以任何藉口干涉香港事務。希望
英國各界人士尊重香港回歸的現實，
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全面理解
「一國兩制」，妥善處理香港問題，
使香港繼續成為中英關係中的積極因
素，為中英關係「黃金時代」貢獻正
能量。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昨日在北京會見了以
李秀恒為團長的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訪京
團。

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

■詹誠信介紹怡和集團會議室內的一幅描繪
19世紀廣州碼頭風貌油畫。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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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慶祝香港回歸館慶祝香港回歸2020周年招待周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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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驅動·成就夢想」航天科技展今天
起至7月2日在維園舉行，該展覽展示國家
在世界尖端科技領域的強大實力，既可以
增強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同時，勇
於探索、自強不息、努力拚搏、團結協作
的航天精神，也將給予港人更多的啟示。
廣大港人可以從這個規模盛大的航天展中
汲取更多的正能量，把航天精神和港人的
獅子山精神有機地結合，主動參與國家各
方面的建設和發展，使香港社會充滿爭先
向上的朝氣，為香港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增
添力量。

在當今世界，航天作為最具挑戰性和廣泛
帶動性的高科技領域之一，為人類社會進步
提供了重要動力。同時，太空也是未來發展
和競爭的最前沿陣地，可以說，誰在太空佔
有優勢，誰就擁有了未來。今天在維園開幕
的航天展，有反映國家航天事業最新發展的
展品，如今年4月中成功發射的中國首艘貨
運飛船「天舟一號」，將首度在港向公眾展
出，體現出國家對香港格外的重視。

3名中國航天員楊利偉、景海鵬及陳冬已在
昨天抵港，他們會在明天與300名小學生交
流，分享在太空的生活。這是國家為隆重慶
祝香港回歸20周年，給港人帶來的又一項深
具意義的活動，讓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真切體
會國家科技進步和強大的太空科技實力，體

會航天人的精神。通過活動，港人可以感受
到身為中國人的光榮和自豪。近年來，在國
家有關部門的安排下，香港的大學也可以參
與航天科技的研究，香港學生設計的實驗，
也能夠在太空中進行。這些都體現出國家對
香港科技發展的關注和支持，也顯示出回歸
祖國之後的香港，在世界最尖端的太空科技
領域上，也能夠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
分享到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優勢。

在維園舉辦的展覽，給予港人的正能量是
多方面的。通過豐富的展品，可以看到中國
航天事業自1956年創建至今走過的61年光
輝歷程，「兩彈一星」、載人航天、月球探
測等輝煌成就，走出的是一條不畏困難、不
斷創新的發展之路，所形成的自強不息、努
力拚搏、勇於探索、團結協作的航天精神，
也是激勵國人不斷奮鬥的強大動力。港人通
過參觀這個展覽，除了增加對航天科技的認
識之外，也可以更進一步領略這種航天精
神。從廣泛的意義來說，港人過去賴以成功
的獅子山精神，與航天精神也有異曲同工之
妙，同樣是強調要努力奮鬥、永不言敗、自
強不息、互相關懷。港人需要在新的起點
上，繼續弘揚這種精神，運用國家給予的良
好條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全面參與到國
家建設和發展之中。這應該是參觀這個展覽
給予大家的重要啟示。

港人可以從航天展中汲更多正能量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匯報》，

總結了特區政府過去5年來的施政成果。本屆政府秉
持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務實進取，尤其
是抓住本港經濟民生發展的關鍵，着力解決市民關注
的房屋、扶貧、安老、助弱問題，成績有目共睹，大
方向值得肯定。新一屆特區政府有必要在本屆政府施
政的基礎上，承先啟後，努力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發展
的深層次矛盾。對於運作成熟的政策，繼續堅定施
行，並汲取有益的施政經驗；對於方向對頭、已經取
得階段性成果的政策，持續大力推進；對於爭議較大
的施政範疇，以創新思維尋求突破，從而開拓施政新
局面。

房屋、扶貧、安老、助弱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
過去5年，在梁振英及其管治團隊的努力下，土地供
應持續增長，公私營住宅單位的落成量都遠多於5年
前；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推出「長者生活津貼」、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三度調高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以及重設扶貧委員會、首次公佈官方貧窮線，扶
貧工作漸見成效。此外，就長者退休保障、標準工
時、取消強積金對沖等極具爭議的問題，本屆政府亦
有所推進。

本港社會日益政治化，本屆政府取得的施政成績來
之不易。對過去5年的施政作出全面總結，更重要的
意義在於，為新一屆政府提供承先啟後的標尺，以便
明確方向、汲取經驗、提供借鑒，在本屆政府施政的
基礎上爭取更大進步。例如，本屆政府把土地房屋政
策視為施政的重中之重，腳踏實地覓地建屋，符合市

民的期望和利益；本屆政府重視加強與內地合作，強
調要做好國家與國際接軌的「超級聯繫人」，把握國
家發展機遇，提升香港競爭力，也是香港發展的前途
所在。這些順應民意、順勢而為的措施和政策，值得
新一屆政府繼承發揚。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是本屆政府的重要成員，熟悉
政策，掌握情況。林鄭月娥同樣重視土地房屋問
題，期望在上任後與各界就增加土地供應問題達成
更多共識，讓政府在房屋政策問題上繼續向前走；
她又指出新政府要扮演推動經濟發展的「促進者」
和「推廣者」，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新屆政府認
同致力解決市民最關心、最迫切的問題，肯定本屆
政府施政的一些重大方向，對於施政的連續性是非
常有利的。

本港的經濟、社會、民生仍存在許多深層次矛盾，
市民訴求日益多元，對政府的要求更高，新政府面對
的挑戰不容低估。例如，香港一方面土地供應不足，
嚴重影響到經濟和民生需要，但另一方面，大量土地
又因為環保等原因而難以開發使用；又例如，在標準
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爭議上，勞資雙方始終分歧
嚴重，難以達成共識。面對這些重大而敏感問題，儘
管本屆政府高度重視，花了大功夫，卻仍未找到解決
的良方。對此，新屆政府更要以有心有力有擔當的精
神，拿出更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尋找能突破窠臼
又切實可行的新辦法；在醞釀、制訂政策時，應更注
重聆聽民間聲音，與民共議，汲取各界合理建議，讓
政策更「貼地」，減少推行困難。

新屆政府承先啟後 汲取經驗務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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