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俊龍分享指，
改革開放40年，首
先應該感謝的就是
前輩們當時的果敢
和決斷，若沒有前
輩們的鋪橋搭路，
就沒有我們這些後
輩們發展的機會。
他出身於貧苦家
庭，藉着改革開放
的春風，從一個普
通商企職員到投向商海，白手
創業，從無到有，再到一步步
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造就
了我們這一代人，是改革開放
造就了我。」
他續說，自創辦企業以
來，始終堅持回饋社會的理

念，興辦實業、解
決就業；堅持以投
資所得的餘力興辦
醫院、捐建學校、
扶貧濟困，從來不
曾忘記「取諸社
會，用諸社會」的
企業公民責任與擔
當，學習前輩們履
行社會責任，將改
革開放中獲得的紅

利回饋社會。
龔俊龍也對未來的新一代充

滿期許，希望青年積極參與到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佈局中，
為自己的前途、為國家的發
展，付出心力、貢獻智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堅守「一國兩制」兩地合作邁3.0
霍震寰伍淑清憶述父輩拳拳愛國心

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取得舉

世矚目的偉大成

就，築基於當年

廣大港商響應國

家號召，不計回報踴躍回內地投資，他們報效祖國的赤子之

心天日可表。昨日下午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香港與改革

開放40周年」高峰論壇中，率先回內地投資的愛國港商霍英

東次子霍震寰，伍沾德長女伍淑清等，憶述父輩拳拳愛國之

心。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代表主辦機

構致辭，盛讚港商的熾熱愛國心，具大格局胸襟和強大行動

力，勉勵各界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繼續

把握祖國改革大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李摯

■龔俊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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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國政協常委、北京航空
食品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伍淑
清是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的
長女，創辦了內地第一家合資
經營的企業「天字第一號」，
從飲食作為切入點，造就了祖
國航空飲食的改變，達至健
康、高效、國際化。
她昨日憶及，40年前，她首

次到內地，由新華社的朋友帶
到四川、成都重慶，在回程的
火車上聽到鄧小平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宣佈國家要對外開放，歡迎外商投資。祖
國對外開放，讓她能有機會在內地發展，
且認為作為中國人，應該為自己的國家做
點事情，1979年時，習仲勳來港，在世貿
中心的美心皇宮酒樓，與很多香港社會名
流、工商界領袖會面，希望大家能為國家
做點事情。伍淑清父親當時在香港經營餐
飲，當時也不是很聽得懂普通話，就握手

微笑。
後來，民航局通過新華社

找到伍沾德，希望他為國家
做點事，投建中國航空食
品。伍沾德說：「我是中國
人，要為國家做點事。」不
顧家族反對，義無反顧投入
此事，伍淑清負責全面接
洽。在鄧小平直接支持下，
伍氏父女在北京開創中國第
一家航空食品供應公司。

以報國之心貢獻祖國
伍淑清說：「這38年來我回內地3,000

多次，飛遍全國所有省市。除了我有一顆
中國心，還因為我有一片報國心。」
她又指，香港無論是哪一代人，都要思

考自己應該做什麼事情，不要浪費自己的
一生，做有利香港繁榮穩定、有利祖國發
展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分享指，1970 年代
始，已有不少香港廠商回內
地投資，他們就像螞蟻搬家
一樣，從零散的來料加工開
始，在內地經營較小規模的
工廠。當時感覺到珠三角的
建設很落後，經常停電停
水，交通不便，面對許多酸
甜苦辣，也遇到不少麻煩的
事情，然而看到祖國40年來
獲得如此傲人發展，讓他感到欣慰自
豪。

拓知識經濟 港青機會多
他憶述，當時很辛苦，但也十分開
心，因內地較容易請工人，出口生意亦
越做越好，許多人都賺到錢，因此十分

感恩祖國給予的機遇，讓工
業界有很好的發展。近年，
工廠面臨轉型升級的難題，
國家富起來，落後的產業一
定要遭到淘汰，有新的產
品，才能應付未來的挑戰，
國家的強大，為大家帶來新
的機遇，這便在於「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相信
能拓展更廣闊的市場。
對於香港青年人在工業界

方面的發展，他認為社會為年輕人提供
很多機會，傳統加工行業正轉型，港人
應在知識產權、品牌等核心價值上做
好，加強研發、科技、互聯網，然後融
入傳統的產品，粵港澳大灣區給予了很
好機會，應努力抓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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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清：多做有利兩地事

龔俊龍：遍地機遇必有成吳宏斌：將科創融入傳統

■李大宏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霍震寰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高峰論壇是當天開
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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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部
分。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香港特區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鄧忍光，保
安局副局長區志光，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
等為論壇主禮，各界代
表300餘人出席。

霍英東奮進改革開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致辭時
談到，其父霍英東是國家改革開放
路線最早的參與者和最堅定的支持
者之一，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中
砥礪奮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
篇章的扉頁上，畫下濃墨重彩的一
筆。1978年國家決定改革開放，霍
英東毅然直接參與了內地翻天覆地
的經濟變革。1979年到廣東中山投
資興建內地第一家現代化賓館──
中山溫泉賓館，1983年又在廣州投
資興建白天鵝賓館。兩家賓館，不
僅外觀現代化，而且在經營管理上
也打破了當時內地很多條條框框，
為改革開放打響了頭炮，成了改革
開放路線最早期的地標。
霍震寰說，1985年，當時已經63

歲的霍英東，又把目光投向荒蕪偏
僻的南沙。修路、建橋、打造碼頭
港口，開山填海建造現代化新城。
如今濱江新城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
區最重要的發展區域之一。霍英東
絕大部分內地投資都是利用名下慈
善基金來進行，表明愛國不是為賺
國家的錢。
霍英東還成立不同的教育基金，
致力為國家培養人才。一直致力於
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成立體
育基金和捐贈體育項目。從1984年
洛杉磯奧運會開始，向奪得金牌的
中華健兒每人贈予一枚重一公斤的
純金金牌及8萬美元獎金。2004年
1月又捐資2億港元用於國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的建設。

國家新時代成就香港
霍震寰說，父輩的記憶鮮活了歷
史，他們的故事凝刻着巨變。生命

有期，功績永存！在這星辰和大海
的征途中，有太多為時代、為改革
開放付出辛勞並做出傑出貢獻的翹
楚，他們的腳步遍佈社會的各方面
各領域，這昭示着開放多元的中國
巨輪必將破浪前進，揚帆遠航。他
說：「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我想
對理想信念最好的銘記就是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新時代國家的改革
開放包括香港，需要香港，也將進
一步成就香港。」

港人愛國情懷事跡多
李大宏致辭時表示，在座者都見

證、參與了國家由一窮二白到「站
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的偉大改變，港澳同胞一直傾力參
與國家改革開放，國家第一家現代
化賓館、第一次土地拍賣、第一條
高速等，都是港澳同胞為國家展開
歷史先河。
當中有三個關鍵詞：「愛國

心」、「大格局」、「行動力」。
港人從來都不缺愛國情懷，愛國事
跡不勝枚舉，香港與國家一直血濃
於水同舟共濟。港人有大格局的眼
光、胸襟和膽識，才有大作為，把
個人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在國
家所需處發揚香港所長。
他指，港人有強大行動力，完成

了兩地合作「前店後廠 1.0 時
代」，「CEPA服務業合作2.0時
代」，現在進入「大灣區建設的3.0
時代」，相信香港將由此找到發展
新方向和新動力。
高峰論壇「圓桌論壇」環節，請

來伍淑清、陳家強、吳宏斌、吳秋
北分享，表述了不同時代、界別香
港人的愛國熱忱，勉勵新一代港人
不忘初心，廣濶視野，在國家改革
大潮中規劃自己的人生。（見另
稿）

財經事務及庫
務原局長、香港
科技大學商學院
兼任教授陳家強
是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首次到內
地是在美國修讀
大學回港後，跟
朋友到廣東省旅
遊，看到內地各
方面生活條件十
分落後。1978年，看到祖國宣佈改革開
放讓他十分激動，感受到中國人有機會
翻身了。
陳家強昨日分享指，在美國完成學業

後，便留美成為助理教授，從事學術方
面的工作，然而他仍十分留意祖國的發
展，當時在美國有十分舒適的中產生
活，然而他毅然回港，於1993年到香
港科技大學工作。
在科技大學商學院任職的他，曾接觸

到許多內地的企業家，不少是與香港企
業家在內地開發、投資，陳家強在與他
們的交流中了解內地的經濟發展，在學
界亦建立許多關係，更曾在內地教授學
生，讓他在當中的十多年裡，看到祖國
改革開放的成就，商界的發展從國有企
業，到民營企業、新經濟企業，創造了
許多驕人成績。

把眼光投向灣區
他表示，改革開放40年，每一個參

與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然而當中都離
不開一顆愛國心，抓住機遇，積極參
與。
他說：「過去40年的路走對了，未

來40年，希望能看到香港真的能融入
到國家發展中，這當中需要香港人保持
開放的心態，抓住粵港澳大灣區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分享時表示，國家
改革開放除了港商的
積極參與，基層的參
與亦功不可沒。工聯
會亦積極參與國家的
改革開放，早期曾組
織許多市民到內地觀
光旅遊，深受市民信
賴及歡迎。
他說，香港許多工會亦積極

參加內地希望小學的建設，不
少會員更積極參與捐款。工聯
會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
也幫助許多香港人到內地創業
就業，提供諮詢服務，解決就
業就學問題，香港的眾多僱員

亦為內地改革開放貢
獻了積極力量。
對於融入國家發

展，吳秋北認為年輕
人應多學習前輩的經
驗，他們當時要付出
更大的勇氣，面對更
多不確定性，才有今
天的成就。
他鼓勵年輕人要有

廣闊眼光向前看，指
香港人一直不缺乏開拓進取，
努力奮鬥的精神，不能因過往
的一些小成績就安於現狀，要
保持開拓精神，多到不同地方
看看，感受自身的不足並努力
改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吳秋北：工聯助基層北上

■■「「香港與改革開放香港與改革開放4040周年周年」」高峰論壇昨日下午於高峰論壇昨日下午於
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吳宏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吳秋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陳家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伍淑清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