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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周年座談會京舉行 習近平今會見港澳團

：

香港力行五重點
融國家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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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十月初五 十五小雪 氣溫 22-26℃ 濕度 70-90%
港字第 25077 今日出紙 3 疊 10 大張 港售 8 元

■ 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座談會昨日在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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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局譜新篇——香港澳門參與國

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座談會」，昨日在京舉行。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分別率領的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
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參加座談會。林鄭月娥在會上提出香港用好國家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 5 個重點，包括保持香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鞏
固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大力推動創科、 抓好「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機遇和發揮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作用。據悉，國家主席習
近平今日會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代表團，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將宴請港
澳代表團。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
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張
榮順，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以及港
澳代表團全體成員和國家發改委各司局主
要負責人等約300人出席座談會。

保持「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林鄭月娥在座談會上發言，對香港未來
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好國家進一步
改革開放提出五點看法：
一是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
優勢。林鄭月娥提到，習近平主席在去年
來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時，曾提到
祖國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
在，「但是要用好這個底氣，我們必須堅
持『一國』之本。所以對於香港近年發生
的一些事情，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會支
持特區政府堅定的表態，不能讓事情影響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
她強調，堅持「一國」之本不等於要放棄
香港本身的制度，因為香港對國家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擁有本身的獨特優勢，而粵港
澳大灣區有潛力跟國際接軌，就是由於有
「一國兩制」，「所以在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的過程中，我非常感謝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
也表明了，香港參與、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不等於弱化『一國兩制』，也不等於把『一
國兩制』的概念模糊了。」

鞏固提升傳統優勢產業
二是鞏固及提升傳統優勢產業。林鄭月娥
表示，香港傳統優勢產業如金融、航運、旅
遊、專業服務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現在全球
競爭非常厲害，所以要不斷提出新看法、新
措施來鞏固提升香港的傳統產業。
她特別提到金融業，指金融業佔了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7.7%，雖然聘用的人不算
多，但這是很高質的服務業，也讓香港成
為國家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又提到香
港最近一個全球金融中心評級雖然還是在
紐約和倫敦之後，但差距已經拉近了很
多，希望通過更積極的作為，把香港金融
業發展得更好。

她又憶述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曾向她說，
香港數年前「失去」了阿里巴巴，因為阿
里巴巴本來是來港上市，但要求保持「同
股不同權」，而香港當時的上市條例並不
允許，所以到美國上市，「馬雲先生說，
你失去了阿里巴巴不重要，但是未來還會
有更多阿里巴巴，你是不是每個都不
要？」所以香港在今年 4 月推出新上市條
例，容許「同股不同權」，而港交所在今
年首 10 個月的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
金額已經超過 2,500 億元，「我相信應該
是全球第一吧。」

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
三是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林鄭月娥強
調，現屆特區政府推動創科發展不遺餘力，
再加上習近平主席親自批示，支持香港成為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又給香港突破性政策，
讓香港的大學科研機構能直接申請中央財政
科研項目計劃，對香港科創的未來充滿信
心，「我們香港要是跟粵港澳大灣區、尤其
是深圳那麼高科技的城市能聯手，我們比其
他高科技的城市都要有利。」

Android

文匯網

早安香港

Apple iOS

文匯報微信

港五招助力新時代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由國家發改委及國務院港澳
辦共同主辦的「攜手並進四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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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學生妹那些年 上京難沖熱水涼
林鄭月娥昨日在座
談會發言時，憶起
39 年前自己首次上
京交流的情況：身處條件較好的首都，
寒冬竟然缺乏熱水洗澡，在最繁華的長
安街也難以找到洗手間。她對當時在內
地做開荒牛的企業家表示敬佩，呼籲後
輩學習他們的拚搏精神。



讚開荒牛企業家拚搏精神
她表示，港人現在到內地投資、辦事
好像是理所當然，「但是在 40 年前，要

走去內地投資、辦事，其實需要很大勇
氣，也要有很大的創新、拚搏精神。」
她憶述，自己於1979年11月以大學生的
身份首次到北京，在清華大學學術交流
兩星期，「所以我有一個親身體會，是
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其實條件是很差
的，我當時是冬天，要找熱水洗澡也非
常困難，走在長安街最大的問題是到哪
裡找衛生間。」
「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香港和
澳門的企業家（當時）走到內地去投
資，我覺得這個就是在香港常常說的拚

■ 林鄭月娥
1979 年 在 天
安門前留影。
安門前留影
。
搏精神。」她希望代表團的年輕成員跟
前輩學習，保持香港拚搏、勇於創新的
精神，用好國家給香港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道

把握「帶路」灣區機遇
四是抓好「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
灣區帶來的機遇。林鄭月娥表示，無論是
在今年 4 月份的博鰲亞洲論壇上，還是在
最近的上海進博會，習近平主席都提出了
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舉措，為香港帶來龐大
機遇，尤其是在專業服務、營商環境、金
融服務業等方面，很多的機遇都來自大灣
區和「一帶一路」。

發揮自由經濟體作用
五是發揮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
作用，助力國家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林鄭月娥說，面對現在有些國家提出保護
主義，中央可以考慮多用香港推動新一輪
改革開放，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
她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積極作為的
態度，也會更加努力擔當「促成者」、「推
廣者」的角色，希望與各界合作，抓住國家
機遇，為兩地人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港澳角色關鍵 中央寄予厚望
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
年慶祝活動漸入高
潮，中央層面舉行首
個紀念活動，即是邀請港澳知名人士赴京
座談及參觀，並將獲國家領導人會見和宴
請。中央如此隆重安排，是對港澳在改革
開放中充當關鍵角色的褒獎，也透露出中
央的新考量，在改革開放新佈局中港澳仍
被寄予厚望、擔當重任。
香港一直為內地改革開放出力，連接海
內外的橋樑地位無可替代。開放之初，港
商最先進入內地設廠，帶去資金、技術和
管理經驗，隨後外資透過香港蜂擁進入內
地，香港至今穩坐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者首
位。加入 WTO 後，內地吸引外資策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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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轉向在資本市場利用外資，香港
再次發揮重要作用，開創性的設立 H 股制
度，不僅為當時國企改造解困助力，中資
亦通過香港走向世界。
當年，香港憑借毗鄰深圳等天時、地
利、人和的優勢，抓住先機，不僅在內地
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自身也從中獲益，
乘勢轉型，由製造業中心發展成為今日的
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人均生產總
值由約 3,900 美元增加到約 4.6 萬美元，增
長超過 10 倍。而今，內地改革開放踏上新
台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香港
施展獨特所長迎來轉型升級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標誌國家對外開放進入新
發展階段，這一階段以制度創新為主要特

徵，突出表現為要素自由、標準對接、資質
互認、民生合作、治理協同等，未來中央有
意借助港澳與國際對接的制度體系，結合中
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探索新的包容性的現代
化制度，香港再次被賦予重任。

搭國家快車 增發展空間
對於香港自身來說，借助粵港澳大灣區
的制度創新，搭乘國家改革開放再出發的
快車，未來有望打開更多物理空間和發展
空間，通過產業鏈融合，為香港產業注入
活力。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與深圳的高新技
術、廣州的商貿、珠三角的製造業整合到
一塊，將可能形成新的增長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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