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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參與「帶路」早行動早收穫
謝鋒向駐港公司代表宣介十九大 籲在兩地融合中覓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昨日向駐港外國商會和跨

國公司代表宣介中國共產黨

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

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

在會上呼籲外國商會及企業

牢牢抓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時

代的歷史性機遇；「一帶一

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發展策略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全

面準確理解和支持「一國兩制」方針，在內地、香港的快速發展和深

度融合中找到更多商機，積極參與「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相

關國家」的三方合作機制，「早行動，早收穫，優勢互補、合作共

贏。」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舉辦宣介
會，向來自27家外國駐港商會和跨

國公司的115名代表介紹中國共產黨第十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謝鋒從十九大
召開後中國歷史新方位、社會新變化、發
展新理念、外交新征程、治港新方略、合
作新機遇等8個方面介紹十九大的重大意
義、成果和戰略部署。
謝鋒表示，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的指導思
想，是國家發展進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重大事件。同時，大會在政治、理
論、實踐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系
列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闡述了大政方
針，就推進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
戰略部署，開啟了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大會不僅規
劃了中國未來30多年的發展方向，還對
整個世界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港融入國家發展 帶來機遇
他指出，發展仍是解決國家一切問題
的金鑰匙。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由
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
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
系。國家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
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着力推進綠色發展，相信國家在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建設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
談到香港在新時代的發展，謝鋒表
示，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治港新
方略，引領「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進入新
時代。他強調，「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
準確落實，是包括在港外商在內的世界各
國和商界的機遇，「這個機遇不僅來自於
中國持續強勁的增長、更高水平的對外開
放、更成熟廣闊的市場、國家資本、產
能、技術『走出去』，還來自香港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駐港公署提供合作便利
謝鋒表示，駐港公署將會按照十九大

和習總書記視察香港講話精神和要求，
繼續做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
定守護者；特區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
進者；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的忠實維
護者。同時，駐港公署也會積極開拓新時
代涉港外交新思路，充分發揮外交所長，
深化「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相關
國家」的三方合作機制，為內地、香港以
及在港外國商會和企業開展合作提供協助
和便利。
謝鋒最後呼籲，在港外國商會和企業

抓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性機遇；抓住「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時
代的歷史性機遇；抓住「一帶一路」倡議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發展策略帶來
的歷史性機遇，在內地、香港的快速發展
和深度融合中找到更多商機，踴躍參與三
方合作，「早行動，早收穫，優勢互補、
合作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未來將會為區內帶來強勁的經濟
增長，不少在港的外國商會代表均非常關
注能否藉此打進內地市場。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謝鋒昨日回應道，內地與香港的發展
是全面、開放的，未來對外企只會更開
放，又透露公署正構思舉辦一個大灣區論

壇，邀請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廣東省政
府代表出席，與各商會代表交流意見。
新加坡商會代表昨日在宣介會上提問

指，過往香港公司非常依賴CEPA進入內地
市場，而其他國家及地區要「落地」則比
較困難，期望大灣區可更開放讓更多外國
公司「落地」。
謝鋒回應指，十九大報告已明確描繪了
所有中國註冊的公司，均可享有國民待
遇，相信國家未來對外企只會更開放，當
中也包括大灣區。

引習近平名句喻美好前景
他坦言，雖然前景是讓人感到很振奮，
但現實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解決，這也是國
家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原因，「習主席有兩
句話可能會讓你們更放心，『辦法總比困
難多』，還有一句就是『擼起袖子加油
幹』，意思就是要參與進去，我想合作的
前景肯定是美好的。」
瑞士商會代表則問道，大灣區已到規劃

及起草的最終階段，期望可在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的協助下，推動舉辦大灣區論
壇，讓所有商會代表出席交流意見。

擬邀三方政府與商會交流
謝鋒回應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也
非常願意與各商會合作，目前初步構想是
邀請一名特區政府代表、一名中央政府，
例如是發改委的代表，及一名廣東省政府
代表來與各商會代表進行交流。
英國商會代表提到，謝鋒在演講中提及
到「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體制優勢，
並強調香港將會進一步融入大灣區發展，
這是否意味着香港的體制、法治、監管機
制優勢將會覆蓋至整個大灣區。
謝鋒回應說，雖然對方提出了一條「政治

問題」，但政治是與經濟、社會緊密相連，
大灣區的建設仍在規劃中，他非常願意將有
關問題向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廣東省政府
反映，並再次強調道：「可以說，國家與香
港的發展是全面、開放的。」

外企開放前景佳 共投大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參與昨
日宣介會的在港商會和企業代表熱烈祝賀
十九大勝利召開，一致認為十九大不僅開
啟了中國發展的新篇章，而且將深刻影響
世界的未來。
他們認為，世界各國商界都應該認真
研讀十九大報告，特別是一些重大戰略部
署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意義和影響，找到

對接中國發展戰略的契合點。
各在港商會和企業代表均期待抓住中

國新時代發展以及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歷史
新機遇，進一步拓展對華各領域經濟合
作。願積極響應公署倡議，立足香港，面
向中國內地和亞太，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三方合
作，實現互利共贏。

「一國兩制」是國家對
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但
有外國媒體炒作所謂

「2047年二次前途問題」。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謝鋒表示，「一國兩制」已被納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略當中，
說明此政策方針是長期、戰略的，絕不是短
暫的，大家可以滿懷信心迎接2047年，現
在最重要的工作是社會各界可全面準確理
解、落實「一國兩制」。

法國商會代表昨日在宣介會上表示，因
為「一國兩制」只是「50年不變」，故該
商會非常關注2047年後的香港將是如何，

「那麼50年後，2047年的香港會是怎麼
樣？所以希望你能向中央部門轉達我們商
會的疑問。」
謝鋒回應說，有一些疑問是正常的，但

大家可以滿懷信心迎接2047年，「大家到
時候一定能夠看見『一國兩制』的實踐取
得成功。」
他強調，「一國兩制」已被納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略當中，說
明此政策方針是長期、戰略的，絕不是短暫
的。現在最重要的是社會各界可全面準確理
解、落實「一國兩制」，「雖然說在商言
商，但是也希望商界朋友能夠繼續支持『一

國兩制』的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長遠方針 懷信心迎2047

與會者讚十九大深刻影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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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大方成為會者的「集郵」對象，展示
輕鬆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27家外國駐港商會和跨國公司的115名
代表參與宣介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謝鋒向駐港外國商會和跨國公司代表宣介十九
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謝鋒呼籲駐港外商抓住新時代歷史謝鋒呼籲駐港外商抓住新時代歷史
性機遇性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縱橫遊旅行社遭黑客入侵電腦客戶資料
庫，估計涉及20萬名客人資料外洩，黑客
更向旅行社勒索巨款。網絡勒索、黑客攻
擊層出不窮、變本加厲，本港企業以中小
企為主，網絡保安或追不上黑客攻擊技術
的變化速度，企業和顧客的利益面臨極大
風險，中小企要提升危機意識，不能掉以
輕心，並且加強員工培訓，及時更新防毒
軟件，政府亦應透過宣傳、提供技術支
援，共同提升防禦黑客攻擊的能力，保障
公眾利益。

今年5月份，曾經發生過「WannaCry」
事件，全球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30萬
台電腦受影響，遭黑客勒索款項，甚至連
內地公安機關的電腦網路亦不能倖免。當
時香港只是錄得30多宗個案，情況不算嚴
重，未能引起本港社會對防範黑客攻擊的
重視。

此次縱橫遊被勒索，是本港首次有企業
遭黑客盜取大量個人資料、勒索贖金的事
件，令全港譁然，黑客的魔爪終於伸到
來，且破壞力巨大。有專家分析，要在短
期破解勒索程式的機會近乎零，遭勒索者
一是交付巨款贖回檔案，二是放棄檔案。
事件除了影響企業的運作和聲譽外，更嚴

重的是，被黑客將盜取的資料可通過黑市
變賣圖利，受害人或因身份被盜，惹上官
非或招致金錢損失，後果難以預料，這才
是最令人憂慮的。

黑客盜取資料、勒索贖金非同小可，但
是，本港多間旅行社及不少顧客均表示未
有因事件而擔心，認為只屬個別事件，個
別旅行社甚至認為，暫時沒有需要因應事
件而加強網絡保安。對危機麻痺大意，才
是更大的危機。除了旅行社外，本港的醫
院、學校同樣儲存大量個人資料，但也是
保安水平較低，容易受到黑客攻擊。縱橫
遊被勒索，不僅是向旅遊界，更是向全港
敲響警鐘，此次事件絕不是個別現象，網
絡安全不容小覷，加強網絡安全，未雨綢
繆絕對好過亡羊補牢。

保障市民個人資料和私隱，政府責無旁
貸。黑客殺到埋身，政府必須提醒、協助
企業、市民建立網絡防毒防盜的「長
城」，首先警方要全力追兇，盡快將此次
事件的幕後黑手緝拿歸案、繩之以法，打
掉黑客的囂張氣焰；專責資訊科技的部門
更需教育公眾，做好網絡安全防護，為企
業提供更新防護技術的資訊，及時堵塞保
安漏洞，切實保障企業和顧客的利益。

防範黑客入侵 保障客戶私隱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政府考慮以現金券形式，

資助獨居的公屋租戶長者聘請外傭。本港長者大部分
希望居家養老，建議充分反映政府關心基層的施政理
念，積極為長者安享晚年提供新的便利措施，值得充
分肯定。安老問題有迫切性，建議應盡快展開研究，
當務之急是解決獨居長者聘請外傭中面臨的實際問
題，如獨居長者欠缺收入及資產證明、審批臨時居住
人申請需時，以及如何避免資助被濫用，確保公帑妥
善使用等。解決人口急劇老化的問題需多管齊下，僅
靠居家養老並不足夠，安老院舍亦是重要途徑，但現
時的增加速度遠未能滿足需求，院舍人手亦嚴重不
足，這些問題都有待政府一一解決。

據統計，現時本港有 9 萬名獨居長者居住於公
屋，當中約2萬人為體弱長者，長期需要護理人員
照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接受傳媒訪問
時透露，正研究以現金券的方式，資助獨居的長者
聘請外傭，有信心能在5年本屆政府任期內推行試
驗計劃。為了確保公帑不被濫用，以幫助最有需要
群體，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
建議，資助外傭薪金四分之一至一半，初步金額擬彈
性處理，每月由3,000至8,000元不等。羅致光並指
出，為了確保計劃有彈性，初步建議由長者自行決定
如何使用現金券。

香港一直都有輸入大量外傭，多年來運作行之有
效，引入更多外傭幫助長者居家安老，建議具可操作

性。政府現時亦有提供長者社區照顧的服務券，目前
約為每月3,700元至8,800元，用此券資助長者聘請外
傭，不會增加太多公帑支出。

但長者聘請外傭有不少具體問題仍有待解決，例
如按現時規定，獨居長者收入未必能符合僱主家庭
總年收入不少於18萬元的要求，房屋署現時審批外
傭的臨時居住人申請需時數月，這些都是長者聘請
外傭的障礙，入境處和房屋署應考慮放寬。此外，
外傭的生活費如何計算，節日回鄉及放假時如何確
保長者得到照顧，以及語言溝通等問題，政府都應
提供協助。

本港人口老化是大勢所趨， 預計到2050年，每7名
港人當中就有1人是80歲或以上。照顧長者需要多管
齊下。儘管本港長者大部分希望居家養老，但實際情
況恐怕難以達至，未來有相當大一部分長者需要入住
安老院舍。根據香港人口老化現狀，應該每年增6至7
間安老院舍才足夠，但實際上現時每年只能增加兩
間，若不作改善，到30年後每年要增加40多間才可滿
足需求，難度更大，屆時長者安老或成為嚴重的社會
問題，可見增加安老院舍刻不容緩。

同時，安老護理行業人手短缺持續多年，輸入外勞
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所有持份者應理性看待問題，各
方應本着務實態度，積極溝通，務求解決人手不足。
長者曾為香港作出貢獻，政府和社會有責任有義務令
長者安享晚年。

資助長者聘請外傭可行 唯需完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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