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不停 港要融入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

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發表的重要講話，在香港社會引發熱烈迴響。有

團體昨日舉行分享會，與會者分享指，習主席會見港澳代表團，是對港澳

在改革開放40年來為國家作出貢獻的最好肯定。他們指出，未來國家改革

開放的道路不會停止，香港要更融入國家大局，投入國家的治理實踐，助

力國家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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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梓父子再捐兩千萬助學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舉行「習近平主
席重要講話分享會」，並將習主席重

要講話印成小冊子在會上派給每位與會人
士。作為代表團成員的該總會主席梁亮勝，
連同該總會執行主席鄧清河、常務副主席兼
秘書長龍子明，以及嘉賓中聯辦社聯部部長
李文，在會上發言分享心得體會。

梁亮勝：對港分量最重表揚
梁亮勝表示，在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之
際，習主席會見了港澳代表團，這是對港
人很大的鼓舞，是對香港在改革開放40年
來為國家作出貢獻的最好肯定和表揚。
「習主席在講話中，以獨特的地位、貢獻
重大、作用不可替代這三組詞，高度讚揚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突出貢獻，並具
體準確地肯定香港的貢獻，是有史以來分
量最重的表揚。」
他續指，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強調改革要進
行到底，這表明了中央在改革開放的道路是
不停止的。這也是讓香港知道國家是開放

的，希望香港參與到國家的全面開放中，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主動參與國
家的治理實踐。
梁亮勝續說，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粵

港澳大灣區等，希望香港在整個改革大潮中，
要把自己當成主人翁，共同把國家治理好，可
見國家把香港提升到很高的地位。習主席希望
香港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凸顯了香港作為「超
級聯繫人」的地位，這不但局限經濟、服務方
面，是要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鄧清河：助力國家全面開放
鄧清河表示，習主席提出的「四點希

望」，是希望港人在國家發展中繼續出力，助
力國家全面開放，不走回頭路；並強調香港要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能偏離大局。
對於積極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方面，香港要

投入到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
文明建設；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方面，推動
國家中西文化交流，說好中國故事。
龍子明指，習主席的講話體現其重視香港

青年的一貫思想，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一
帶一路」建設結合在一起，是香港青年實現人
生理想的巨大機遇，幫助香港青年了解大灣區
並為大灣區發展打造有利條件，是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並指各大社團將積極參
與其中，為青年工作貢獻力量。

李文：體現對港澳高度讚揚
李文指，習主席的講話深刻闡明了改革

開放與「一國兩制」之間的關係，講話內
容體現其對港澳同胞愛國情懷的高度讚
揚。習主席強調國家要繼續改革開放，改
革不能停止，開放不止步，不動搖，並提
出「四點希望」，其中提出要積極主動參
與國家治理實踐，這是在港澳同胞面前首
次明確提出的希望。香港回歸後，就踏入
治理體系，不能只強調「兩制」，一定要
強調「一國」，要融入國家大局，投入國

家的治理實踐。希望大家在推動國際交流
方面，助力國家走向世界。
他並指，習主席對港澳青年寄予厚望，為

青年提供展示才幹的平台，為今後發展提供
更多幫助。希望總會依照習主席提出的四點
要求，以及對青年的期望，發揚光榮傳統，
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
實踐，推動國際交流，為家鄉發展、國家發
展、香港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梅州報
道）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無
數港人到內地投資設廠、捐資辦學，原港
區全國人大常委、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
曾憲梓便是其中一位表表者。曾憲梓先後
捐巨資創立教育、載人航天、體育三大基
金會，為祖國捐款累計12億元，其中支
持家鄉梅州的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事
業2億多元。
11月18日，曾憲梓和兒子曾智明再次捐
贈2,000萬港元，專門設立曾智明獎教獎學
基金，繼續支持家鄉梅州的教育發展。

憲梓中學壯大令人欣慰
廣東梅州市梅縣憲梓中學創辦於1969
年，原名為梅縣扶大中學，1990年起由曾
憲梓先後捐資2,600多萬元重新興建，並於
1993年春更名為梅縣憲梓中學。
當日，梅縣憲梓中學在校內舉行成立25
周年暨憲梓大禮堂、智明體育館落成啟動
儀式，並同時進行支票捐贈儀式。
久未露面的曾憲梓在慶典現場，用飽
滿的精神狀態回憶起了25年前他來到扶
大中學的場景。
他憶述：「當時這裡破破爛爛的，梅
州市委市政府讓我辦學校。我答應了，
便建立了梅縣憲梓中學。」

學校經過25年的發展、更新，目前規模
不斷壯大，現有學子5,000多人。曾憲梓
說，一個初級中學這麼多人，因為還有很
多福建、江西的學子慕名而來。如今發展
到這樣的規模很令人欣慰。
子承父業，曾智明致辭時說，父親時常

叮囑他「賺了錢要為國家、家鄉做貢
獻」。此番，曾智明獎教學基金向家鄉教
育捐贈2,000萬港元，專門設立曾智明獎教
獎學基金，激勵家鄉師生更加努力工作、
刻苦學習。

優秀校友籲懷感恩之心
作為優秀校友代表，清華大學副教

授、博士生導師鍾海旺，曾是廣東省
2004年的高考狀元，也是憲梓中學的驕
傲。回到久違的中學校園，他鼓勵學弟
學妹們要珍現有的學習環境，更期盼他
們站在更高的起點，卻要常懷感恩之
心，「不要認為自己擁有的都是理所當
然，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背後是許多人
在默默付出的結果。」
曾憲梓教育基金會理事長、國家教育

部原副部長韋鈺表示，自己是第四次專
程來梅州參加活動，每次都和曾憲梓捐
資助學的義舉有關。
她表示，今年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

曾憲梓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1978
年改革開放之初，他深刻意識到培養人
才對家鄉發展的重要意義，返鄉之時便
立即決定捐建一座三層教學大樓。
廣東省原省長黃華華，廣東省人大常委

會原副主任謝強華，梅州市委書記陳敏，
梅州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愛軍等出席典
禮。神舟七號特級航天員劉伯明，奧運會
體操金牌得主楊伊琳、奧運會跳水金牌得
主王鑫、奧運會羽毛球金牌得主楊維和世
界游泳錦標賽跳水金牌得主謝思埸等到場
慶賀。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曾憲
梓除積極支持國

家教育外，還特別注重體育和航天等
事業，其名下還設有體育和載人航天
基金。此次，憲梓中學25周年慶典，
特級宇航員劉伯明和4位奧運冠軍健
兒們前來祝賀，並與學生作交流。
當日，到憲梓中學與師生們會面交

流的有特級航天英雄、少將劉伯明，
奧運體操冠軍楊伊琳、奧運跳水冠軍
王鑫、奧運羽毛球冠軍楊維、世界游
泳錦標賽跳水冠軍謝思埸。學生們對
於航天員和奧運冠軍們的「最難忘的
記憶」，好奇不已。
劉伯明更成為大家爭相提問的偶

像，他耐心和師生們分享自己在太
空的難忘記憶，還現場講述了在太
空中看流星的絢麗畫面。「和在地

球上看到的零星的流星不一樣，太
空之中看成群結隊的流星，是最浪
漫且難忘的記憶。」劉伯明和學生
們描繪了太空的美好，也分享了自
己作為航天員的堅持不懈的故事。
他更寄語青少年學生們，要為國家
航空強國的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
並分享自己的經驗為有志於投身航
空隊伍的青少年提供借鑒。

奧運冠軍鼓舞學生堅持
楊伊琳亦分享道，冠軍背後最重

要，也是最常見的兩個字就是「堅
持」。此次走進校園分享自己的故
事，楊伊琳希望通過自己和隊友們的
分享，哪怕能鼓舞一兩個學生讓他們
知道堅持努力的意義，就是對他們進
校園最大的鼓舞和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梅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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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學習領會習主席講話，指應助力國家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廣東社總學習領會習主席講話 指應助力國家走向世界

■曾憲梓、曾智明父子捐2,000萬港幣設
立獎學金基金。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劉伯明與學生交流互動劉伯明與學生交流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近日，國際上抹黑中國「一帶一路」的雜音甚囂
塵上。美國副總統彭斯日前在APEC峰會演講時，
聲稱中國「一帶一路」是「不歸路」，有聲音則指
中國的投資令相關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共建
「一帶一路」是中國同世界共享機遇、共謀發展的
陽光大道，中國的對外投資不附帶任何條件，受到
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歡迎，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因為
與中國合作而陷入債務困難。相反，一些西方大國
的援助背後含強烈政治動機，甚至以對外投資服務
輸出顏色革命。他們針對「一帶一路」的攻擊背離
事實，目的是要挑撥中國與參與國的關係。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5年來，已同140多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合作協定，一大批重大合作
項目已落地生根，廣受當地歡迎。肯尼亞蒙內鐵路
已為當地創造了46,000多個工作崗位，對肯尼亞
GDP的貢獻超過1.5%；希臘比雷霍夫港在2010年
與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合作之初，港口集裝箱吞吐量
只有88萬標準箱，世界排名第93位，到2017年吞
吐量達到415萬箱，世界排名躍升到第36位。非洲
的埃塞俄比亞信奉「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國經
驗，將超過80%國內基建項目交由中國承包，使該
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擺脫了全球
最窮國家的地位。

日前有報道稱，馬爾代夫新總統薩利赫指摘「一
帶一路」基建潮導致馬爾代夫大幅舉債，國家陷入
財政危機。昨日，薩利赫會見到訪的中國文化和旅
遊部部長雒樹剛時，讚賞中方長期以來對馬爾代夫
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新政府願意同中國加強高層
交往，進一步深化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務實合
作。就在彭斯攻擊中國之際，南太平洋島國湯加宣

佈，已與中國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
忘錄。今年5月，巴布亞新幾內亞正式加入亞投
行，6月，巴新成為首個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協議的太平洋島國。

事實勝於雄辯，中國「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的原則，不要求參與國家或地區改變政
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是做政治互信、經濟互
利、人文互通、多邊互助的好夥伴。如果「一帶一
路」是某些人所說的「債務陷阱」、「不歸路」，
為何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踴躍參與？

諷刺的是，美國一邊攻擊中國「一帶一路」，一
邊與澳洲、日本和新西蘭宣佈推出投資基建計劃，
將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電力和網絡；本月初，美國
國會通過議案，撥款600億美元用於發展中國家的
基建，宣稱要給各國「多一個選擇」。但是，長期
以來，西方向貧困國家提供的是有條件援助，而非
投資，對減輕貧困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政治動亂、
經濟倒退。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曾說過：「國外援助
是美國在全世界保持影響力和控制地位的一種方
法。」另一位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則毫不掩
飾地表示：「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幫助其它國家，
而是幫助我們自己。」2011年，G8集團承諾向發
生過「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埃及等國提供經濟
援助。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表明，援助將以貸款為
主，而非無償贈予，且附帶條件是受援國必須付出
「相配的改革努力」。如今這些阿拉伯國家是否已
走出困境，是否更繁榮穩定，答案不言而喻。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和世界各國人
民創造更大發展機遇。西方的指手畫腳，橫加指
責，混淆視聽，欺騙不了世人。

「一帶一路」共謀發展 「陷阱論」不攻自破
扶貧委員會昨日公佈本港去年的貧窮情況，

貧窮人口有137.7萬，創過去9年新高，平均
每5個港人就有一個是貧窮人口。本港貧窮線
反映的是相對貧窮。跌入貧窮線的人口增多，
深層次原因在於，本港產業結構和人口結構不
匹配，本港產業結構單一，高增值產業不多，
難以容納更多從業者，低技術行業從業者的收
入增加速度，追不上社會財富的增長，導致相
對貧窮者增加。因此，本港必須做大經濟發展
的餅，加快推動產業多元化，尤其要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的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找到更大更好的就業、創業
空間，分享更多經濟發展的成果，促進共同富
裕。

本港整體貧窮率達20.1%，數字看起來驚
人。實際上，本港貧窮線採用相對貧窮概念，
以家庭月入中位數一半作分界，只要低於這個
水平即屬貧窮人口，而很多社會福利政策的援
助，例如公屋、綜援等，卻未有計算在內。以
4人家庭為例，2016年的貧窮線劃線在18500
元，去年則上升至19900元。嚴格而言，貧窮
人口增多，只是反映有更多人收入增長「跑
輸」社會整體水平，並不一定顯示整體貧窮問
題惡化。

香港近年推出不少新措施紓解民困，包括優
化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幼稚園免學
費、大專學生資助等政策，社福開支佔政府經
常性開支的比例連年上升，實際上已給低收入
階層提供了更多援助，減輕了基層家庭的生活
壓力。相對貧窮人口的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

受香港人口老化、產業單一等結構性問題影
響，而歸根到底，是產業結構和勞動人口不相
匹配造成。

本港市場狹小，嚴重依賴金融、房地產等傳
統優勢產業，但相關產業已十分成熟，能容納
的新增就業人口不多。與此同時，本港產業升
級轉型進度緩慢，以信息科技為代表的創科產
業，發展落後於周邊地區，而且本港高增值行
業能夠吸納的人手有限，大多數就業人口只能
從事低增值、低技術的服務性行業。這種產業
和人力資源錯配，一方面令本港高學歷人才，
缺乏足夠的高增值職位實現自身價值，不少行
業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多年未有增加，被迫「向
下流動」；另一方面，低技術行業從業者雖有
最低工資保障，但收入始終難以大幅增長，更
容易淪為貧窮人士。

因此，要減少本港貧窮人口，不能單靠政府
的福利政策，更關鍵的是把本港經濟做大做
強，加快產業多元化，努力創富，令財富效應
逐級傳遞，人人共享，有效扭轉目前「塘水滾
塘魚」、靠政府救濟的困境。

當前，香港正面對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重大機遇，積極融入大灣區這個更大
的市場，可以促使香港匯聚更多高增值產業
和高端人才，朝着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
目標轉型，催生更多周邊產業和多元產業
鏈，創造更多收入較高的職位；同時本港的
人才亦可以選擇到大灣區尋找更多就業創業
的機會，改善生活環境，從根本上防範本港
的貧窮問題惡化。

發展多元高增值經濟 防本港相對貧窮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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