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鋒：「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可告慰周總理

周總理念念不忘香江
侄女周秉德：港繁榮和諧「恩來先生定含笑九泉」

余國春勉港青：新時代敢於擔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周

恩來侄女周秉德昨在「人民總理周

恩來—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

（香港）大型展覽」開幕禮上，以

短短數分鐘的致辭，溫聲細語地道

出了周總理一生與香港的不解之

緣，「這裡既是他革命早期充分利

用的愛國陣地，也是他生前念念不

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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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全國政
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代
表組委會在開幕禮上致辭指，周總理一生
鞠躬盡瘁，不僅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
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的工作，更
是新中國僑務政策的奠基人。他希望更多
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輩深入了解和認
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祖國、為「一
國兩制」事業畢生奮鬥的精神，激勵更多
人不忘初心，堅定理想，在新時代的征程
中敢於擔當，奮勇前進。

回顧周總理造福港人
余國春亦回顧周總理與香港有着深厚的

情緣。在周恩來的關心和指示下，抗日戰
爭時期，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將廣大華僑
捐助的款項和物資轉運內地，及時支援抗
戰前線；周恩來心繫滯留香港的抗日文化
名人，在他的關心下，廖安祥等前輩在敵
軍的炮火中英勇地展開「秘密大營救」，
先後救出了800位民主和文化人士；新中
國成立後，周總理還直接主導了支持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造福港人的各項具體措
施，包括廣交會、東江水供港等等；周總
理更是念念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香港回
歸傾注了很多心血，讓港人永誌不忘。
他表示，此次在港舉辦紀念展，回顧周

總理光輝偉大的一生，讓更多香港市民、

尤其是年輕一輩深入了解和認識老一輩無
產階級革命家為祖國、為「一國兩制」事
業畢生奮鬥的精神，激勵更多的人不忘初
心，堅定理想，在新時代的征程中敢於擔
當，奮勇前進。
周總理青年時曾寫下這樣的寄語：「願

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余國春說，今
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
標。當代的青年正以奮發的姿態，勇於創
新，昂首闊步邁入新時代。
他還提到，本次展覽期間，有140多名

優秀的香港中學生擔任義工和導賞員，
「我們相信，通過這些年輕人所講述的不

凡歷史和他們所展現的青年風采，將激勵
更多年輕人為實現新時代的夢想而努力奮
鬥。」

周秉德說：「病重期間，他還念念不忘
香港的這片土地、不忘香港的老朋友

們。直到臨終，香港回歸仍是他一個放不下
的心結。」「我看到香港政治穩定、經濟繁
榮、社會和諧，深感十分欣慰。我想，如果
恩來先生地下有知，看到如此，一定會含笑
九泉的。」
周秉德曾在周總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昨
日她在展覽上與香港同胞重溫周總理與香港
的不解之緣，讓大家看到了周總理一生心繫
香港的濃厚深情。

到港治病 撒播革命火種
她憶及，周恩來青年時代赴歐洲勤工儉學
時路過香港，留下了「將來革命成功了，祖
國強大了，我們一定要收回香港」的豪情壯
志；1927年秋，他到香港治病約20天，在
住地會見革命同志，秘密召集會議，撒播革
命火種；1928年，他赴港主持廣東省委擴
大會議，中環、上環、九龍等地都留下了他
戰鬥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雖再未到過香港，
但他對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民生的冷暖一
直牽掛於心，對香港的未來作出了精心謀
劃，提出了許多重要構想。

為「一國兩制」構想奠定基礎
周總理配合毛澤東主席制定了解決香港問
題的特殊方針政策，為「一國兩制」構想奠
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為應對香港上世紀60
年代嚴重水荒，下令修築東江——深圳供水
工程，長遠解決了香港民眾用水的難題；還
親自批准創設「廣交會」，為推動香港與內
地的貿易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直到臨終 港回歸仍是心結」
「特別是在他病重期間，他還念念不忘香
港的這片土地、不忘香港的老朋友們。直到
臨終，香港回歸仍是他一個放不下的心
結。」周秉德說。
她表示，今天，她站在已回歸祖國21年
的香港土地上，看到香港政治穩定、經濟繁
榮、社會和諧，深感十分欣慰。「我想，如
果恩來先生地下有知，看到如此，一定會含
笑九泉的。」
周秉德表示，相信通過今次展覽，為港
澳同胞及海外僑胞，尤其是青少年對國家
和民族的認知、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認
同與責任，都具有很深遠的意義。
她感謝香港社會各界對這次展覽的舉辦
付出的辛勞和汗水。

■余國春指，周總理一生鞠躬盡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謝鋒昨日在「紀念周恩來誕辰
120周年（香港）大型展覽」開幕式上，
緬懷周恩來總理帶領新中國在外交方面取
得的豐功偉績。他讚揚周總理在萬隆會
議、中美乒乓外交及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
等多個重要外交事件中運籌帷幄，提出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後人留下了精神
寶藏，更始終牽掛着香港同胞，親自指示

為香港提供東江水及食品，並向英方表明
必須歸還香港：「今天，我們可以告慰總
理的是，香港已經順利回歸祖國，『一國
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為成功實踐。」

「周總理是中國外交不朽豐碑」
謝鋒昨日致辭時表示，周恩來是一個光

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是中華民族的一
顆璀璨巨星，是中華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
黨優良作風的化身，而自己作為中國外交
人員，對周總理又有更深一層感情，因為
他是外交部首任部長，是新中國外交的創
始人和奠基者。
「周總理是中國外交的不朽豐碑。」謝

鋒指出，周總理兼任外長9年，主管中國
外交26年，既是決策人、又是指揮者，還
是實踐家，從朝鮮停戰到日內瓦會議，從
萬隆會議到遍訪亞非，從中日邦交正常化
到中美乒乓外交，再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
法席位，他運籌帷幄、身體力行。

「周總理是中國外交的光輝旗幟。」謝
鋒續說，周總理堅持獨立自主是決定中國
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創造性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
僅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更成為世界公
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提倡以「求同
存異」的戰略思想處理矛盾分歧，反對強
加於人。「這些閃耀着智慧光芒的外交思
想，給我們留下了用之不竭的精神寶
藏。」

親自指示修建東深供水工程
「周總理是中國外交的傑出楷模。」謝

鋒提到，周總理把國際公認的外交準則同
中國優秀思想文化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
外交藝術和風格，而他天下為公、山高水
長的偉人風範令人欽佩，不卑不亢、折衝
樽俎的勃勃英姿令人折服，大仁大義、大
智大勇的人格魅力令人傾倒。
他又指，周總理生前曾3次踏足香港，

始終牽掛着香港同胞，親自指示修建東深
供水工程，開通「三趟快車」為香港輸送
食品，「上世紀70年代，總理會見英國代
表時明確表示『英國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
須歸還，香港要在1997年平穩交接』。香
港回歸的歷史進程，凝聚着總理的高瞻遠
矚和對香港同胞的濃濃深情。」
在周總理誕辰120周年的今天，謝鋒從

多方面告慰周總理，包括香港已經順利回
歸祖國，「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為成
功實踐，香港自身特色和優勢得以保持，
中西合璧的風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
力更勝往昔。
外交方面，他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砥礪

奮進，中國國際地位前所未有地提升，國
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
「我們正在習近平外交思想引領下，推動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
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謝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周秉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大批市民參觀大批市民參觀「「紀念周恩來誕辰紀念周恩來誕辰120120周年周年（（香香
港港））大型展覽大型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政府昨宣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輸入海外
和內地科研人才，實施快速處理入境安排，今年6月接
受申請，首年輸入最多1000名創科人才。特區政府終
於意識到創科人才的重要性，在入境政策上「拆牆鬆
綁」，提供便利。吸引海外創科人才來港，是推動本港
創科發展的重要一步；計劃同時兼顧增加本地就業機
會，做法值得肯定。同時要看到，創科人才更看重發展
機會，面對周邊激烈的人才競爭態勢，本港僅進行入境
政策的優化還遠未足夠，政府還應多管齊下，通過政策
傾斜、扶持等措施，鼓勵創科企業成長，吸引優質創科
企業落戶香港，形成雄厚的產業優勢，以更大的誘因吸
引、留住人才，為本港創科發展打好最重要的基礎。

新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主要適用於香港
科技園公司、數碼港從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網絡
安全、機械人技術、數據分析、金融科技以及材料科
學的創科企業，每間公司最多可獲配額100個，配額
如未能用完，下次不用重新申請，便可輸入外地人
才。之後再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進入許可證，
入境處審批的時間將從一般四周縮短至兩周。今次計
劃將大幅簡化申請非本港科技人才入境的手續並減省
所需時間，有助科技公司、機構從海外和內地招聘本
地缺乏的科技人才。計劃由創新科技署、保安局與入
境事務處聯手合作推出，顯示政府重視創科發展，不
同部門合作吸引海外人才。

計劃規定，有關科技公司、機構在每聘用3名非本
地人士，而且是本港不易找到的人才，同時須聘用1
名本地全職僱員和兩名本地實習生3個月。而本地僱

員全部必須從事與科技相關工作。這樣的安排不僅避
免了「外地人才搶本港人才飯碗」的疑慮，而且切實
起到增加就業、培育本地人才的效果。

本港現時主要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
境計劃，招攬外地專業人士來港。但這些計劃吸引到
創科人才的比例並不高，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為例，
過去5年有近5萬人通過該計劃來港，當中僅3%從事
資訊科技業。當中一大原因，是本港沒有如騰訊、阿
里巴巴、華為之類的創科巨企，高端創科人才來港無
用武之地。

以創科推動發展是世界潮流所趨，目前全球都在爭
奪創科人才，內地更加出手大方，提供科研資金、住
房等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優秀人才。深圳2017年吸納
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孔雀計劃，獎勵補貼發放5.06億元
人民幣；佛山新引進國家級領軍人，可獲400萬元人
民幣安家補貼。

香港很難在金錢、房屋等資源上直接與周邊地區競
爭，但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低稅、資訊自由等優
勢，又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國際都會、金融中心，特區
政府在充分運用既有優勢的同時，更應籌劃在土地、
稅收方面給予優惠，吸引創科巨企落戶香港，藉以吸
引更多海外人才；另一方面，政府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大手筆投資500億元用於創科，另向創新及科技
基金注資100億元，其中5億元將落實科技專才培育計
劃。這數百億元的創科資金，應增加創新創業創富的
機會，提升整體產業上對海外創科人才的吸引力，對
推動本港創科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創科人才競爭激烈 多管齊下增吸引力
社聯昨日在深水埗區議會介紹組合屋計

劃，預計下月招標，最快明年初提供90個
單位。組合屋是暫時紓緩基層市民住屋困難
的新嘗試，值得支持。當局要注重組合屋的
環境衛生配套，同時鼓勵社會各界集思廣
益，群策群力，提供更多切實可行的解決住
屋難的建議，而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新思
維、肯承擔、下決心，善用閒置用地，解決
基層市民住屋的燃眉之急。

此次組合屋計劃由發展商捐出地皮，由非
牟利機構管理，雖然能夠提供的單位只得90
個，有人形容為杯水車薪，但「有水總好過
無水」。而且每個單位設獨立洗手間、浴室
及電熱水爐，租金不多於家庭收入四分之
一，無論安全、環境、租金等各方面條件都
比劏房好很多，對於正在捱貴租、迫劏房的
市民來說，總是一個好消息。社聯還與政府
研究在葵青、新界和港島區的3至4幅地興
建其他組合屋項目。如果深水埗組合屋的計
劃成功，未來其他地區的組合屋興建有望加
快，相信更多基層市民可受惠。

組合屋作為過渡性房屋，有不少問題受到
社會關注，首當其衝的是衛生問題。本港直
到上世紀 80年代，仍存有不少臨時房屋
區，衛生環境相當惡劣，甚至老鼠橫行，難
免令人對組合屋的環境衛生抱有疑慮。當
然，世界各地亦有不少組合屋的成功例子。

因此，本港推出組合屋，不能僅僅提供房
屋，同時要學習外國的成功經驗，注重管
理，保持整潔，不能淪為昔日臨時房屋的翻
版。

另外，此次組合屋的租期只有兩年，而
且地皮是由私人發展商以慈善性質提供。
而外國的組合屋，一般而言，經營者獲批5
年或以上的臨時用地作社會房企，經營者
和租客可作更長遠而穩定的打算。香港寸
金尺土，單純靠私人發展商提供地皮建較
長期的組合屋並不現實，政府還是要扮演
主導角色。

有統計數據顯示，本港現時有約1200公
頃棕地處於荒廢狀態，另有研究顯示，只需
約85公頃土地，便可以興建約10萬間面積
160平方呎的組合屋，足以容納現時所有劏
房戶，令蝸居斗室的基層住戶迅速改善居住
環境。即使只興建兩三萬間，也足以衝擊劏
房市場，令租金下調，緩解租戶壓力。還有
意見認為，政府可發展空置學校及政府建築
物作過渡性房屋，將其改建為住屋的過程相
對簡單，比建組合屋效率更快、效果更好。

解決房屋問題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政
府施政以民為本，應認真研究增建臨時房屋
的各種建議，從善如流，積極作為，「落
水」更深，主動提供閒置土地，幫助更多基
層市民緩解住屋困難。

組合屋稍緩住屋困 需重管理善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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