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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灣區建設 融大局締雙贏
各界參觀圖片展回顧改革開放 40 載

勉港抓機遇展所長融入國家發展


■主禮嘉賓大合照
主禮嘉賓大合照。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過去 40 年，香港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成績有目
共睹。昨日參觀「共享偉大榮光—紀念改革開放 40
周年 港澳同胞參與改革開放奉獻祖國大型圖片展覽」
的政商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認為，
這證明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締造雙贏，而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是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政策，香港更應
積極參與，與國家一同騰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朱朗文、繆健詩
■林鄭月娥頒感謝狀予機構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實習記者 陳楓弘

譚耀宗：兩地同受惠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40年前香港正值經濟轉型，不少產業
在本地都難以維持，而改革開放正正成為了港人回內地發展的契
機， 中央更肯定了香港在改革開放所作的貢獻，「可以說改革開
放政策同時改善了內地與香港人的生活。」他指，國家不斷深化改
革開放，充分證明改革開放這條路是正確的，相信這可以成為世界
各國值得參考的可貴經驗 。

余國春讚轉變「了不起」
■謝鋒頒感謝狀予機構代表。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指出，自己於1974
年在海外學成返港，有一次要回內地，當時內地實行計劃經濟，購
買很多食物都要糧票。改革開放至今已 40 年，他說感受最深是內
地商品更充裕、多元化及市場化，供應鏈也變得更靈活，令內地產
品更具競爭力，「想不到40年來國家有如此了不起的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許榮茂籲勇邁第一步

■學生參觀圖片展
學生參觀圖片展，
，了解國家發展
歷程。
歷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全國政協常委、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表示，國家從40年前的
一窮二白，到現在躋身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不
少，變化可謂翻天覆地，而香港和澳門為改革開放作出貢獻外，也可
從中得益。他指出，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對香港來說是另一波機
遇，呼籲港人要勇敢走出第一步，「光是坐着想是沒有用的。」

蔡冠深：建「三宜」灣區
■楊健頒感謝狀予機構代表。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憶述，他首次到內地
投資是在 1979 年，當時是與珠海的灣仔公社洽談生意。他提到，
港商在過去 40 年於珠三角開了上萬家工廠，聘請逾千萬個工人，
共同打造珠三角成為「世界工廠」，未來香港也要將大灣區打造成
現代化宜居、宜業、宜遊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譚錦球勉港把握機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譚錦球分享，他
在 1981 年已經回內地投資，無疑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多年來見
證了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他續指，香港一直作為國家對
外的窗口，為國家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當前國家
已經富強起來，香港人更應去懂得把握國家給予的機遇。

▲市民專注觀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何啟茂頒感謝狀予機構代表。

劉漢銓：惠港新動力
原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劉漢銓表示，香港在改革開
放走在前列的位置，尤其是在首二十年，港人協助國家在各方面如
工商、法制等完善現代化建設，並協助引進外資。放眼未來，他認
為香港需要以自身優勢配合國家發展，尤其是大灣區，認為這可為
香港發展提供新動力，達至雙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何超瓊：延改革精神

◀姜在忠頒感謝狀予機構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主辦、協辦、特別支持機構
主辦機構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協辦機構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總商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友好協進會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香港潮州商會
新界鄉議局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 全港各區工商聯
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特別支持機構
華潤集團 招商局集團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旅遊集團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 中國光大集團

「超聯人」助「走出去」
中國太平保險：

▲姜在忠頒感謝狀予何耀棣。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中國太平保險（香
港）有限公司是首個參
觀展覽的團體，由行政
總裁李清華率領十多名
高層領導到場參觀。
李清華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年輕
人需要深入了解國家的
發展，並與國家步伐保
持一致，努力建設社
會。對於香港的未來
定位，他認為香港地
位獨特，可以利用自
身優勢，例如外匯自由
進出及法律制度完善
等，充分發揮「超級聯
繫人」的角色。他提
到，尤其在「一帶一
路」下，香港可在法律
及貿易等範疇，協助內
地企業「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陳楓弘

北京市政協常委、信德集團行政主席何超瓊指出，改革開放帶動
了她和不少工商界人士的事業發展，更為港人提供了一種信念：國
家發展只會越來越好，而且會帶領着香港。她認為，香港和澳門要
秉承改革開放的精神，積極推動大灣區發展，「這是改革開放的延
續，一定要透過新政策推動下一階段的改革開放。」

◀學生觀看鄧公偉
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三來一補」創先河
楊勳：
珍稀文獻證壯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1978 年 6 月 23 日，我們在廣東
順德設立『三來一補』加工廠。
1979 年 6 月 12 日，順德向時任廣東
省革委會主任習仲勳、副主任楊尚
昆提交的報告中指『開展來料加工
裝配業務大有可為』。」旭日集團

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楊勳笑指，他們
是全國第一間參與「三來一補」的
工廠。
說起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不能不
提楊氏兄弟——楊釗與楊勳，故今
次展覽也有展板作專門介紹。
楊勳昨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他與兄長在 1974 年在港開辦旭
日製衣廠，1978 年 6 月 23 日，他們
與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公司廣東省分
公司簽署協議，在順德設立「三來
一補」加工廠——大進製衣廠，並
在1978年10月正式投產。
1979 年 12 月，國家正式公佈推
行改革開放政策，「大進」因此亦
成為全國第一間參與「三來一補」
的工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張學修籲推灣區發展

鄧公治國有道
方潤華：
貫徹橋牌哲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鄧小平先生對於橋牌很有認識，
他的出牌哲學是守得緊，攻得狠，叫
得準，打得穩。」現年已 94 歲的協成
行主席方潤華形容，改革開放的總設
計師鄧小平的打牌風格亦體現了其治
國理念：「攻得狠」的意思是叫中國

人要強起來，應付西方國家的挑戰，
時機一到就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實力，
但同時也要「守得緊」，以「韜光養
晦」為當時的外交方針，着力發展經
濟。
「沒有鄧小平先生那麼有遠見，打
開經濟大門，以及那麼多工商界人士
獻策，中國就沒有今日的發展。」方
潤華說，現時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
績，與香港工商界的積極參與不無關
係，例如內地的證券市場由李業廣等
香港證券界人士協助設立；分層樓宇
出售制度就由梁振英、蔡涯棉等測量
界人士引入。
他呼籲香港人學習鄧小平推動改革
開放的精神，為國家及香港自身發展
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半生改革奮鬥
楊孫西：
「老兵」愈戰愈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大紫荊勳賢楊孫西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暢談自己參與改革開放的故事。他
在 1979 年已前往廣州開設針織廠，但
設廠初期，機器遲遲未運到，只能發
動廣州江陽街道全條街的家庭婦女用
手織衣。

他說，「後來發覺原來手工毛衣更值
錢，所以第一年一直落單。之後街道的人
手已不足應付訂單，只能擴大至廣州附近
的農村去找人幫手，後來還是不夠，就去
到廣東與湖南交界的礦場找人。」
其後機器到位、新廠房落成，楊孫西
的生意慢慢踏上軌道，更發展至家鄉福
建。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他一直在粵
閩兩地做「來料加工，三來一補」的產
品，並出口至歐美等國際市場。
改革開放進入第二個十年，楊孫西
將生意轉型至合資合作項目；第三個
十年更跳出紡織製衣行業，發展房地
產、百貨商場以及零售業；第四個十
年也過去了，目前已半退休的楊孫西
笑言，「我是改革開放的老兵了，是
時候讓路年輕人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指出，當時港商
不僅為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更成功帶動不少外商到內地
投資。內地現時的營商環境比當年更好，香港更有「一國兩制」的
便利，呼籲港人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好好利用自身優勢，推
動大灣區發展。

葉國謙：需更多港專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指，是次展覽讓大家看
到國家 40 年來走過的腳步，也看到了香港對國家發展所發揮的作
用，及香港向內地賑災的同舟之情。他又說，大灣區將來需要更多
的專業人才，香港的金融、服務、法律、會計等方面將會發揮更
多、更大的作用。

黃友嘉：延續「火車頭」使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指出，香港與珠三角作為
改革開放「火車頭」的使命尚未結束，而是透過大灣區建設展開新
一頁。他認為，香港有豐厚條件去推動深化改革開放，如國際金融
及科技應用都是香港所長。

黃定光：成就不同凡響
民建聯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形容，當時的港商是本着血
脈相連的心，義不容辭地以自身經驗支持國家，不過時移勢
易，香港畢竟地少人多，在發展上有一定局限，故此必須依靠
國家發展，若香港能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優勢互補，成就定能勝
過全球其他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