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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講座能增值裝備自己

中央宣講團來港講解十九大
冷溶主講 林鄭：公僕識大局有助融入大局

劉兆佳：「洗腦」之說低估港官智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政府首次派員來港，向特區政

府官員宣講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重點。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中央

十九大精神宣講團成員、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周內將會為政治

委任官員和高級公務員講解十九大報告，並強調報告提到中央支持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官員多了解會有利工作。據指講座將於明日舉

行。另一名宣講團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易綱，也將

於明日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講座，向香港社會宣講十九大。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十九大的報告對國家和香港均非常重要，故邀請中
央安排適當人選來港講解報告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 ■中央財辦副主任易綱。

昨日有報道指，中央宣講團將會來
港，為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及職級

屬於副秘書長或以上的公務員宣講十九
大，報告會或於明日舉行，由林鄭月娥
主持，冷溶主講。報道引述消息指，雖
然香港回歸已經20年，不少高級公務員
也曾上京學習，但對國情仍未充分掌
握，是次宣講不止是希望特區政府高層
了解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更希望他們掌
握國家發展戰略，把香港的發展置於國
家發展的全域中加以謀劃。

按以往做法邀專家來港主講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確認冷
溶本周來港。她強調，十九大的精神和
報告對香港非常重要，最重要是報告指
出中央會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所以我們也要知道這個國家發展大局
是什麼，才能夠有利於我們可以融入發
展大局；無論在中央與特區的憲制關
係、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結合，以至
兩地人民交往方面，很多社會民生議
題，其實如果特區政府負責制定政策及

推行措施的官員，多了解十九大的精神
和報告的內容，有利於我們的工作。」
她續指，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都有主

動邀請內地專家舉行國事系列講座，為公
務員講解「一帶一路」發展、總理工作報
告、國家最新科技發展、國家安全、故宮
文化等，是次也是按照以往做法，請中央
安排最適當人選來港主持講座。

團結基金明邀易綱開壇
團結香港基金旗下的中華學社明日亦

會主辦講座，邀請易綱講解十九大報
告，據悉他更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
秋北及黃友嘉等政界人士對談。
冷溶現年64歲，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及博士生導師，
於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達30年，2007年起
執掌研究室，十九大後連任中共中央委員。
易綱現年59歲，是經濟學博士，曾於

美國哈姆林大學及伊利諾大學留學，
2007年起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十
九大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現中央財
辦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文
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將會來港，向特區政府
官員宣講十九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均確認，講座會於明
日舉行，並認為這有助官員裝備自己，加
強掌握國家發展及香港角色，又強調這絕
非如某些人口中的「洗腦」。
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特區政府
高級官員在決策時要了解國情，特別是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國策，並
形容內地專家主持的講座是增值課程，對
於官員裝備自己、與時並進十分重要。
他說：「如果我們認識國家發展、里
程，知道國策的優次的話，我們在制訂香
港政策如何配合、如何能最好利用國家帶
來的機遇，如何抓穩抓好這些機遇，一定
要知彼知己，要掌握形勢。所以對我們來
說絕對是一個很有用的課程。」

張建宗強調，部分人不應對講座存有錯
覺，「不要每次有這些講座便說是『洗
腦』，其實絕對不存在『洗腦』，其實不
單不是『洗腦』，還是加強我們的掌握，
增強我們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呼籲正面
看待這類溝通。

陳茂波：了解國情減少誤解
正在北京訪問的陳茂波昨日會見傳媒時表

示會於明日出席講座，並認為香港要了解內
地主要政策措施，及中央官員於治國理政方
面的思路及考慮點，既可了解國情及香港未
來角色，也可在與內地交往時減少誤解。
他強調，香港是開放的公民社會，大家

都有獨立思考，「我們一方面保持虛心去
聆聽，但另一方面我們都有自己的判斷，
所以坊間有人說會否是『洗腦』，這個我
就不擔心。」

■張建宗昨日形容，內地專家主持的
講座是增值課程，對於本港官員裝備
自己、與時並進十分重要。

■陳茂波正率財金官員赴京訪
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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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將派
員向特區政府官員宣講十九大，多名前政
府中人均強調不涉「洗腦」，其中前中央
政策組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劉兆佳直言，如果貿然將中央宣講團來港

說成是「洗腦」，是低估了特區政府官員
的智慧。
劉兆佳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央

組團宣講十九大是全國性活動，而報告有
關香港的部分是前所未有的多，特別針對

香港未來發展以致管治方面提出要求，亦
有涉及香港如何參與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中央派人來港宣講是自然的事，反映中央
希望香港充分認識報告，也有利於特區政
府制定政策。

王永平讚冷溶屬適當人選
他相信冷溶會樂意回答特區政府官員的提

問，並非單方面宣講。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說，中共十

九大報告非常重要，內容亦涉及香港要配
合國家發展，如果由熟悉有關事務的中央
官員，來港向公務員講解無可厚非，亦是

好事。
他又指冷溶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較為

側重學術和研究方面，或許更了解中央政策
如何制定，屬適當人選。
王永平認為，毋須去想是否「洗腦」的問

題，而過往內地有涉及香港的重大政策改
變，公務員事務局會邀請相關學者來港解
釋。

除了是次中央宣講團來港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日前在基本法研討會上，就
向香港各界分析了十九大報告，認為報告體現了中
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心。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和各副主任也馬不停蹄地向各界宣
講十九大。王志民呼籲，香港社會應從十九大報告
中思考香港的角色、機遇，堅守「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開啟香港新征程。

堅持「一國兩制」列為基本方略
李飛日前在基本法研討會上演講時，分析了十九

大報告有關港澳的部分。他表示，報告對於港澳發
展專門在三個部分深刻闡述，其文字篇幅大大超過
以往黨代會報告的表述，充分體現中央對港澳同胞
的關心和支持，體現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
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心。
他強調說：「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

進一步將堅持『一國兩制』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條基本方略之一，彰顯了
『一國兩制』事業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籲從大格局思考港角色
王志民在本月初的「2017博鰲亞洲青年論壇

（香港）」上，首次在香港公開宣講十九大。他呼
籲香港社會應從整個十九大報告的大格局、大戰

略、大願景中，思考香港的角色、機遇，把握香港的未來，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開啟香港新征程。
他更相信，粵港澳大灣區會是兩地人民的共同家園，港人定
必可在此享受國家發展帶來的巨大紅利。
他並強調，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也是香港的
未來和希望，希望香港青年不忘初心，將個人發展與國家發
展同步，將個人的夢想融入中國夢、民族夢，續寫獅子山下
拚搏奮鬥新故事、出彩人生新傳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進程中開創無愧於時代的香港青年新華章。
王志民上周與36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宣講十九大

精神，並對建制派議員提出三點希望：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國
家意識；在履職盡責中體現建制意識；在團結協作中體現大
局意識。
王志民本月16日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宣講十九大精神，
包括從「三個思考和把握」的角度與港區人大代表們暢談交
流對十九大及十九大報告的認識和體會，還分享了自己對十
九大報告關於港澳論述的理解，並用六個關鍵句和關鍵詞對
此進行了闡述。一是「四個不」和「有機結合」。二是「嚴
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三是「積極作為」。四是「憲
制責任」。五是「融入」。六是「愛國者為主體」、「國家
意識」和「愛國精神」。
據中聯辦網站顯示，截至昨日為止，各中聯辦副主任連日
向香港各界宣講十九大：楊建平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進行座談；陳冬為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行動聯盟第一次聯席會議作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專題
報告；譚鐵牛為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作學習貫徹十九大
精神專題報告，和分別向科技界代表、會計界主要團體負責
人及12家大中型會計師行負責人宣講十九大；何靖就為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及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解讀十九大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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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特區政府邀請，中央宣講團成員將來港舉辦講
座，向政府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講解十九大報告
和會議精神，讓香港廣大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
員全面了解國家進入新時代的新形勢、新規劃和新
機遇，從而更好地履行管治職責，帶領香港把握國
家機遇。特區政府公務員作為香港管治架構中的主
要成員，要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
善於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讓香港的發展融入到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歷程之中，切實履行好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讓港人安居樂業的責任，就需
要深入了解國家發展的大局和方向，從而開拓視
野、強化能力、改善施政。因此，認真學習和全面
了解十九大精神，是政府官員的必要之舉，所謂
「洗腦」一說，純屬抹黑誣衊之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表示，過去幾年特區政府
都有組織國事系列講座，就國家最新發展的議題，
主動邀請內地專家來港講解。由於十九大報告對國
家和香港都非常重要，所以，特區政府也按照慣
例，請中央安排最適當的人選來港主持講座。而從
更深一層意義來說，十九大是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關鍵時期
召開的大會，指明了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對港澳
問題也專門用比過往多很多的篇幅，進行了全面深
入闡述。尤其是強調中央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期望香港同胞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和祖國人
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
偉大榮光。因此，十九大報告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發
展也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廣大公務員如果沒有深

入了解這些內容，又怎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呢？
需要強調的是，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嚴格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而要做到這一點，香港特別行政區
就需要承擔起重大責任，包括負有尊重國家憲法，
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負有維護國家統一和領
土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負有維護國
家發展利益，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
幸福的責任；負有維護香港本地長期繁榮穩定的責
任。香港特區政府的廣大公務員，尤其是政治問責
官員和高級公務員，有必要通過不斷的學習，了解
國家發展的最新方向，認清所承擔的神聖職責，提
高認識、開拓視野、提升能力，才能堅定地挑起歷
史賦予的重任，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抓住國家建
設給香港帶來的機遇，並善於帶動全社會，把這些
機遇化為行動。因此，聽這些講座，了解最新動
向，實在是公務員的工作職責所需。同時也是一個
令公務員開拓視野、增長才幹的增值課程，用一個
形象的說法，這也是一種「健腦」的良好方式。

反對派攻擊這是給公務員「洗腦」，充分暴露出
他們與國家對立的立場。眾所周知，「洗腦」是一
個負面的詞彙，通常指的是用一些不良手段去令某
些人接受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反對派用這個詞
來抹黑公務員了解國家發展的安排，實質上就是要
煽動公務員拒絕接受國家觀念，鼓動公務員從思想
觀念上乃至行動上，與國家產生疏離。但是，反對
派的這些圖謀是不會得逞的，相信廣大公務員將會
順應時代發展的大潮，主動了解國家的發展，抓住
機遇，開拓進取，履行好各自的職責。

政府官員深入了解十九大是必要之舉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昨日公佈《2017

年 IMD世界人才報告》，香港雖然蟬聯亞洲首
位，惟在全球排名中較去年下跌3位，位列第12
位，而新加坡上升2位，追貼香港。香港努力發
展創新創意產業，而創新創意的競爭本質是人才
的競爭。要吸引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匯聚香港，
除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商界須轉變
觀念，真正把人才視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把人
力資源的投入當做投資而不是成本，以優厚條件
培育、吸引、留住人才，令香港在以創科帶動的
發展大潮中不斷提升競爭力。

這份世界人才報告，是由「世界競爭力報
告」的300多項指標中，挑選約30項指標，評
估全球63個國家或地區在人才競爭方面的表
現。觀乎報告的各項指標，本港今年得分和排
名均下跌，主要因為本港樓價、租金為主的生
活成本上升，工資增長速度卻下降。反觀老對
手新加坡，因生活開支減少、工資上升，令其
全球排名比去年上升2位，與香港的差距只是一
步之差。可見本港在資產膨脹的大環境下，對
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削弱，問題必須正視。

當前世界經濟靠創新科技的拉動，全球各地
均在競逐創科人才，偏偏本港在研發人才方面
是一項短板。早前世界銀行公佈的營商環境報
告顯示，本港排名跌至第5，關鍵原因之一正是
人才尤其是創科人才不足。香港要在新經濟領
域急起直追，加快培育和吸引外來人才是必不
可少的一環。

本港要提升對人才的吸引力，需要政府和商
界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需簡化輸入人才的
程序，以尊重和方便人才為原則，為外來人才
提供各項便利。內地今年4月起實施「外國人來
華工作許可」，長三角和珠三角多個城市均舉
辦「外籍人才招聘會」，盛況空前。香港在吸
引外來人才的政策措施上不可落後於人。

另一方面，商界更要轉變觀念，真正把人才
視為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從長遠發展出發，
投放更多資源吸引、培訓和留住人才。事實
上，對於任何商業企業而言，人才始終是重要
資產，在創新科技年代更是如此。企業在人才
方面的投入，不應被視為單純的成本，而是對
企業的核心投資，企業在人才培育和保有方面
多5%的付出，未來的收益也許是十倍甚至百
倍。近年內地創科產業急速發展，騰訊、阿里
巴巴等創科巨企，每年都給予科研團隊幾十個
月甚至上百個月的花紅。這是值得本港商界深
思的。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香港本
身具優勢的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對人才的
要求本來特別高。香港過往成功的經驗，正是
以海納百川、包容開放的態度和做法，匯聚大
批來自海內外的優秀人才。如今，能否吸引更
多創科人才，關乎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成敗，
關乎香港未來，政府和商界都需要有長遠視
野，肯落本錢，將香港打造成重才、惜才的國
際都會。

將人才視為核心競爭力 增加投入促進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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