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主席點讚 港迎大發展
霍震寰：體現國家認同港澳 須把握灣區「帶路」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前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慶祝改革開放40

周年代表團成員，憶述霍英東早年投資興建內地

第一家中外合作的賓館中山溫泉賓館開幕時，自

己代表父親、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出

席。霍英東二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習主席特別點名讚

揚香港傑出人士的貢獻，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

澳門的認同。」在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

港澳將迎來更多的發展機會，應當憑藉「一國兩

制」優勢，繼續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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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會見代表團時，在講話中
談到國家改革開放之初，港澳同

胞率先響應，踴躍北上投資興業，創
造了許多「全國第一」，如內地第一
家合資企業、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
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級
合資飯店等，更特別提到霍英東、何
鴻燊 1979年建的中山溫泉賓館開業
後，他去參觀過。
「無論是硬件設備還是軟件服務，都是當時內地招待所無
法相比的。港澳同胞不僅為內地經濟發展注入了資金，而且
起到了帶動作用，吸引國際資本紛至沓來。」習近平說。
據引述，習近平還憶述中山溫泉賓館開幕時，當時其父
親、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未能出席，讓他們幾兄弟
姊妹做代表。他形容自己當時看到一棟棟別墅式酒店，大開
眼界。

40年改革開放勇闖難關
身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的霍震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是次訪京團內容豐富充實，習主席在百忙中抽空會見更是
難得，習主席發表講話，分享以往點滴，讓他深感親切。
他表示，「習主席十分熟悉港澳情況，熟悉改革開放過程，
更憶述香港各界人士參與改革開放的點滴，特別點名讚揚香港
傑出人士的貢獻，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澳門的認同。」
霍震寰憶述父親回內地參與改革開放的經歷點滴，指祖國
在40年裡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短短的時間裡取得如
此大的發展，實在讓人意想不到。
「40年走過的路不容易、不簡單，剛剛進入內地時，面對

經濟、環境等各方面困難，更面臨西方經濟學家的種種聲
音，加入WTO時，亦面臨各種質疑等，可說是闖過了很多
難關，這些都離不開國家的英明領導，帶領國家闖過一次又
一次的難關。」

港在多方面可貢獻國家
習主席充分肯定港澳對國家改革開放的貢獻，並強調港澳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霍震寰表示，40
年前，港澳人士參與到內地的改革開放中，對香港、對國家
都有幫助，由此可見，國家好、香港好。隨着國家的進一步
開放，港澳將迎來更多的發展機會，港澳可憑藉「一國兩
制」優勢，繼續參與到國家新一輪建設中。
霍震寰指出，習主席的講話給予港人很大的信心，港澳在
國家未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將越來越重要。香港未來可貢獻
的地方有很多，包括城市管理、基建、金融等，相信未來香
港與內地會有更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他並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是港澳實現新一輪發展的平
台，三地融合發展將為香港帶來新一輪發展騰飛，對國家的
發展也有很大幫助，更能在「一帶一路」倡議發展中實現國
家的進一步開放。

「你還是
那麼活躍。」
這是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
前在北京會
見香港各界
慶祝改革開
放 代 表 團
時，與原全
國政協常委
陳永棋握手
時說的話。
陳永棋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代
表團成員都是改革開放後回內
地做生意、作貢獻的老朋友，
與習主席相識多年，故今次會
面倍感親切、溫馨。
在改革開放前，陳永棋已進入

內地投資，改革開放後開始在無
錫進行補償貿易。說起來，陳永
棋與習近平，以至其父習仲勳都
有緣分。
據棋哥回憶，1978年，當習

仲勳主政廣東後幾個月，曾到
澳門看他的德祥製衣廠。當
年，有業界提出有人希望到他
在澳門開設的製衣廠參觀，沒
料到參觀者正是習仲勳。
他還記得那次參觀正值夏

天，習仲勳身穿的恤衫並非高
檔質料，單從衣着已反映出他
平易近人及樸實作風。

讚大膽落實改革開放
「30多年前交通不發達，從

廣東來澳門並非易事，早上出
發，過5條河，晚上才抵埗。我
當時親自接待他，解釋生產運
作，他就細心去看，不時發問，
態度和藹，毫無架子。」陳永棋
此前在接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當年主政廣東的習仲勳親力親為走訪澳
門參觀，就是要了解當地勞工密集產業，及
鼓勵港澳同胞到內地投資，把資金技術引進
去，「廣東有今時今日的發展，與習仲勳大
膽落實改革開放有重要關係。」
棋哥任中華廠商會會長時訪問福建，亦

與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見過面。日
前，習近平會見代表團時，就提到自己見
到很多「好朋友」，更特別點名讚揚在
改革開放過程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港人，
同時回憶起一些往事點滴，憶述了很多細
節。「可見他十分念舊、不忘本，同時踏
實、貼地，能和群眾融合成一片，對將來
亦有很大抱負，讓港人深感鼓舞。」棋哥
說。
他指出，「習主席在會見時憶述了往事

點滴，更讚揚港人為內地改革開放貢獻良
多，又指將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因為國
家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相信港人將有
很大空間、很大機會可以發展，勉勵港人
積極向前，再創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地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舉行講座，
學習領會「習近平主席會見香港
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訪問團重要講話」，探討該講
話精神為澳門帶來的啟迪和機
遇。
全國政協常委、聯誼會名譽會長

馬有禮表示，習主席在講話中充分
肯定港澳在改革開放40年來的貢
獻，港澳地位獨特不可取代，對港

澳未來發展指明方向。未來，澳門
更需找到自身發展定位，包括繼續
參與國家發展，以及發展澳門社會
多元文化。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

任、聯誼會名譽會長賀定一表
示，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的推進，以及國家
一系列的惠澳政策實施，為澳門
同胞在內地生活、就業、創業等
提供了更便利條件。澳門青年需

有大局意識，更好裝備自己和提
升競爭力，以更好參與和助力國
家發展和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香
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訪問團時發表重要講話，指
出港澳在國家未來發展，仍有特
殊地位和優勢，仍然可發揮不可
替代的作用。作為改革開放初期
即回內地投資興業的首批港商，
訪問團團員之一、香港新鴻基地
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在接
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香港工商
界將以實際行動踐行習主席講話
精神，乘勢而上，將企業發展與
國家戰略相對接，為祖國更加繁
榮富強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截至今年6月，新地在內地的土

地儲備已達599萬平方米，年內將
有21萬平方米住宅及商業樓面竣
工。郭炳聯在訪問中憶述，內地改
革開放初期，其父郭得勝懷着一腔
家國情懷，響應國家號召，積極投

資內地，而他在內地的第一次投資
就放在家鄉中山市。

首代港企發揮示範作用
第一代在內地開拓事業的港資企

業，曾發揮了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
他回憶，以前，內地零售業的經營模
式大多為「百貨公司」，即由百貨公
司將不同的品牌統一收歸管理。而
香港的經營模式則為「商場」，即
由商場提供場地，不同品牌以自己的
方式各自經營。現在，內地大大小
小的商場已經遍佈各地。

善用優勢與內地互惠利
「改革開放40年來，香港人扮演
着多個角色，既是參與者和貢獻
者，也是國家發展的受益者。」站
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節點上，郭
炳聯開始思考，在新的時代，香港
如何為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

他表示，香
港工商界應更
好地利用「一
國兩制」的優
勢，與內地的
發展互惠互
利。「對我們
而言，尤其是
要將商業項目
規劃等方面的經驗和技術，將優質
資產和品牌引進內地，參與國家發
展，共享改革紅利。」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郭炳

聯說：「粵港澳大灣區非常重要，我
們將在其中尋找合適機會，進行有策
略性的投資，助力大灣區建設。」
「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香港企

業的成長都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
我們一定會繼續積極配合國家發展
戰略，與國家共成長、共風雨、共
發展。」郭炳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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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聯：實踐講話精神 對接國家戰略

馬有禮：講話指明港澳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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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佈第三季經濟按年增長2.9%，不
及預期的3.3%，為兩年來的最低水平，反
映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開始浮現。中美貿易
戰雖出現轉機，但要達成「停戰」協議路
途漫長，對本港經濟的不利影響難以在短
期內消除。本港不僅不能坐困愁城，更要
以危機倒逼自己善用發展資源，挖掘發展
潛力，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利用港
珠澳大橋、高鐵等跨境基建開通的契機實
現資源效益的疊加，並着力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支持落實「明日大嶼」計劃，
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力。

受中美貿易爭端影響，內地經濟增速放
緩，是本港經濟承壓的主要原因。貿易摩
擦影響金融市場、樓市及消費，本港9月
零售銷售增幅降至1年多來最低水平，奢
侈品支出亦下滑；同時，本地股票市場第
三季進一步整固，住宅物業成交量較上季
下跌兩成四，住宅售價轉跌，豪宅成交量
更降至2005年以來最低水平，顯示市場對
經濟前景信心不足。

目前全球幾大經濟體均現增長放緩跡
象，美國繼續漸進加息，日德經濟三季度
皆現萎縮，歐元區經濟成長為四年內最
差，加上英國脫歐事態瞬息萬變，令經濟
下行風險增加。更令人擔憂的是，中美貿
易戰始終不明朗，美國一方面擺出談判的
姿態，另一方面則揚言，仍計劃於明年1
月1日起，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
稅的稅率提高至25%，令人對中美貿易停
戰難以樂觀。

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本港向來易

受外圍風險左右，更何況本港與中美的經
貿聯繫密不可分，中美貿易戰持續，甚至
惡化，本港不可能獨善其身，情況甚至可
能更差。面對比較嚴峻的外圍衝擊，特區
政府和商界要致力於在危機中尋找機會，
在多方面創造新活力。

例如，提升管理服務水平，挖掘潛力，
開拓大灣區內需市場。港珠澳大橋開通之
後，內地旅客潮湧東涌，這是可貴的客源
財源。政府必須大力提升本港的旅遊接待
能力，增加巴士服務，接載新增內地旅客
分流到全港各區，帶動消費，更要加快在
大橋人工島及其他地區增建購物城，打造
丁財兩旺的旅遊經濟。本港還要積極鼓勵
創新，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本港創新科技
基礎雄厚，國家主席習近平支持香港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首林鄭月娥亦高度
重視，全力推動創新，未來政府、商界、
科研界應該加強合作，加快將科研成果產
業化的過程，積極與大灣區的高端製造業
對接，增加本港產業多元化、提升競爭
力。本港金融、法律等現代服務業，也要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的
機遇，拓展發展空間，為本港經濟持續穩
定增長注入活力。

加大公共投資也是振興經濟、應對危機
的不二法寶，是國際公認的成功路徑。本
港當年以新機場為核心的玫瑰園計劃的長
遠效益，更加證明落實「明日大嶼」計劃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本港社會應凝聚共
識，支持填海造地，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提振人心。

挖潛力培植新增長點 本港經濟危中尋機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港澳各界訪問團時提出4點希
望，第四點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香
港東西文明薈萃，多元文化共冶一爐，向來扮演着中外
文化雙向交流的橋樑角色，對傳播中華文化、讓西方了
解中國發揮了獨特作用，也是內地連接世界文化文明的
重要窗口。在新時代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更可以發揮
「一國兩制」下熟悉國情、了解世界的優勢，一方面講
好中國故事，消除國際社會對國家的誤解，促進民心相
通；另一方面繼續以香港和國際社會文明建設的經驗，
協助內地完善社會管理和同胞提升文明素質，建立可
親、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為國家參與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作出實在貢獻。

人文交流是中外交流合作、通過互動提升文明文化的
重要手段。香港作為東西文化薈萃的國際大都會，長期
以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多年來香港電影作為
粵語文化品牌風靡全球，成為華人文化的一大代言；剛
剛去世的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其文學文化影響無遠弗
屆，被譽為「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
小說」，把中國文化推向全世界。改革開放之初，一曲
《我的中國心》唱響大江南北，電視劇《上海灘》讓內
地大小城市萬人空巷，喇叭褲、連衣裙等新奇服飾通過
香港傳入內地，為內地同胞打開了解世界潮流的窗口，
幫助內地豐富了社會文化。習主席講話舉的例子，梁振
英等專業人士到深圳、上海等地免費舉辦土地經濟管理
制度講座；史美倫等人士幫助內地創建證券市場監管制
度等等，更協助內地現代化制度建設，助推內地迅速提
升管理文明和文化。

經歷40年改革開放，中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的奇蹟，
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
30%，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正在積極推動「一帶

一路」建設，着力構建包容開放、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
關係。但是國際上有人利用中西文化、社會制度的差
異，大肆散佈「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新殖民主義」，
給中國推進「一帶一路」、開展人文交流製造障礙。

2014年3月，習近平到訪法國，借引用拿破崙的名
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
界都會為之發抖。」習近平接着表示，「中國這頭獅子
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
子。」向世界樹立「可親、可喜、可愛、可敬」的中國
形象，讓國際社會認同，中國是「可親的獅子」，「一
帶一路」推進才能事半功倍，中國和世界的共贏發展才
能水到渠成。

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橋樑，法律制度、社
會價值、人文理念與西方接近，香港對國際社會關注的
焦點反應敏銳，國際社會也較熟悉、信任香港。在國家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香港再次肩負協助新時代文
化文明交流的使命，要用國際社會喜聞樂見的語言和方
式，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消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隔
膜和誤解，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文明互
鑒、民心相通。這正是習主席希望香港更加積極主動促
進國際人文交流的應有之義。

另一方面，西方的先進體制、機制、管理和社會文
明，包括助弱扶貧等慈善理念、人文關懷，已在香港經
過長時間的實踐，積累成熟的經驗，也值得內地借鏡。
例如香港的「排隊文化」、義務捐血和街頭「售旗」捐
助文化等等，背後都蘊含着尊重法治、遵守秩序、主動
承擔社會責任的現代文明意識。在內地文明軟實力落後
於經濟硬實力的情況下，香港亦可以不斷向內地傳遞更
多社會管理和社會文明的理念和制度，協助國家全面提
升軟實力，提高整體文明素質。

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助推國家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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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主席會見港澳各界訪問團講話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