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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委員訪談

■天津市政協常委蔡關穎琴

天津市政協常委、新華

集團顧問及法律總監蔡關

穎琴，日前接受了香港文

匯報人民政協組專訪。蔡

關穎琴亦是全國婦聯特邀

代表及天津婦聯代表執委

及港區召集人，長期以

來，她做了大量婦女及青

年工作。在她看來，未來

屬於青年，青年的成長，

離不開教育，而要對青年

教育負起責任的，既在學

校，也在家庭。作為五個

孩子的母親，她對此深有

感觸。在她眼中，婦女工

作與青年工作，其實是一

個統一體。

文：張童

■韓世灝與香港高寶集團韓世灝博士兒童先心
病基金救助的患兒

■黑龍江省政協常委韓世灝

2018年晉身為黑龍江

省政協常委的韓世灝，

自1997年白手起家創建

高寶集團，在短短二十

幾年裏，業務擴展至金

融科技，生物科技，能

源礦業等，成功建立起

一家跨國企業集團。韓

世灝希望可以運用自身

的專業知識和國際視野

為黑龍江的發展提供一

些實用性建議，同時不

忘初心深入基層為香港

市民服務。2019年，韓

世灝獲委任為新民黨副

主席。

■韓世灝（左二）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右三）、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右二）及嘉賓同仁齊賀
新民黨黨慶。

■韓世灝參與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派發口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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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關穎琴策劃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民政事務局主辦，
律政司協辦的「基本法有問有答比賽」，時任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擔任主禮嘉賓。

：專業優勢提供先進經驗國際視野致力回饋社會
韓
世
灝

韓世灝祖籍浙江省餘姚市，在香港出
生成長，十三歲隻身遠赴英國求

學，就讀於著名的阿賓漢姆學校，其後於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生物醫學專業畢
業，後來獲得劍橋大學休斯學院精神病學
博士學位。韓世灝有深厚的香港背景、中
華情懷，在白手興家創建了高寶集團的同
時，還積極參與慈善、外交和政治方面的
活動。

緊跟時代脈搏助推經濟發展
近年來，黑龍江省在農業、資源開發、

生態旅遊、對外貿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優
勢和發展潛力；在韓世灝看來，如何加強
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科技成果及經濟效益，
成為他一個長遠的目標。自擔任黑龍江省
政協委員以來，韓世灝走訪了黑龍江多個
城市，深刻了解到當地發展狀況與自身優
勢，結合國內外經濟環境、發展趨勢與自
身的業務和專業，為黑龍江的社會經濟發
展提出了多項具體而開創性的建議。
「利用政協的平台作用，港澳的政協委

員可以發揮自己在主業和眼界方面的突出
優勢，發揮主觀能動性，連接粵港澳大灣
區和黑龍江，能夠多層次的幫助黑龍江經
濟發展。」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內地的區塊鏈技術

在全球範圍內，已實現在數字金融、物聯
網、智慧製造、供應鏈管理、數位資產交
易等多個領域的應用。因此，韓世灝認

為，抓住時代機遇，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
和產業創新發展，對黑龍江的未來發展規
劃至關重要。
「因地緣優勢，黑龍江省政府領導、企

業和民間擁有對俄羅斯合作的豐富成功經
驗，以及眾多精通俄語的人才。俄羅斯在
高科技產業上擁有較高的技術優勢，近幾
年區塊鏈技術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市場潛
力巨大。」
韓世灝指出，在與俄羅斯合作金融科

技產業過程中，香港可以作為連接粵港
澳大灣區、黑龍江、俄羅斯以及世界不
同國家合作的紐帶，在國家政策的加持
下，幫助幾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更好
地實現合作，創造更多合作機會。香港
在地理、國外聯繫、司法機制、金融市
場完善程度和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具有
優勢，同時擁有很多金融、法律、會計
和國際法方面的人才。
「香港通過大灣區與內地城市共同面向

世界市場，就可以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協
同效應，達成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局
面。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世界一流的超大
城市群和國際自由貿易港，香港年輕人可
以從中找到眾多創業和就業機會，成就一
番事業。」

積極投身慈善事業回饋社會
在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韓世灝仍不

忘初心，始終秉持「幫助更多人才是人
生最大快樂」的理念，
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
業，並勇於承擔社會責
任，回饋社會。
韓世灝明白，兒童是世

界的未來，也是最需要被
關愛的群體。當意識到在
黑龍江有很多患有先天性
心臟病的兒童因沒有錢而
得不到救助時，他於
2016 年，在當地成立

「香港高寶集團韓世
灝博士兒童先心病基
金」，並落戶哈爾濱
市兒童醫院，在此期
間，共救助超過百位
罹患先心病的患兒。
此外，韓世灝也

積極投身教育事
業，資助莘莘學
子。他於2004年開
始擔任英國愛丁堡
公爵世界獎學基金
會理事。2016 年成
為英國愛丁堡公爵
世界獎學基金會鑽
石贊助人。2006 年
起連續超過十年，
成立韓世灝中國獎
學金資助中國研究
生到英國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深造。
2015年，韓世灝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頒發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ur），以
表彰他一直以來致力於參與社區服務，
尤其對九龍樂善堂的工作貢獻良多。截
止到目前，韓世灝已支持和捐贈全球不
同國家和地區超過200家慈善機構。

情繫香港寄望未來
韓世灝關心國家，也關心香港。他認為

香港青年是香港社會的未來和希望，香港
社會得以持續發展，應從培育青少年做
起，因此熱衷於支持教育、青年、創新等
領域的政策研究和相關工作，並獲邀於香
港多個青年團體及機構擔任要職。有感現
今的香港青年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較少
機會鑽研中國文化，為了加深他們對祖國
的認識，促進兩地青年交流與互相了解，
他於多個香港與內地交流團體擔任重要職
務，並資助和身體力行組織香港青年赴內
地參觀和交流。
韓世灝表示「商機是全球的，不只局限

於一個國家或地區」，香港青年要成為對
社會有貢獻的人，首先要多學多看，拓寬
眼界，開拓國際視野，不止放眼祖國，還
要在了解祖國的基礎上放眼世界，需知對
國際越陌生，機會便越少。他因此勉勵香
港年輕人應該堅持不懈的學習新知識充實
自己，正如他自己也以「學無止境」作為
人生理念。多年來，韓世灝一直持續回到
學校深造，學習新知識，今年9月他正式
於香港大學開始攻讀另一個碩士課程，他
希望通過學習，未來可以更好的幫助他
人，回饋社會。
「年輕人有無限的可能性，協助他們

多學習多交流，裝備自己提高競爭力，
同時為他們製造更多機會，奮發向上開
拓事業，是我一直以來的目標和願
景。」韓世灝說道。在他看來，香港年
輕人只要好好運用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的有利條件，以及當前「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契機，不斷
學習充實自己、放眼全球經濟商機，當
能大展所長、有所作為。

一門五政協

蔡關穎琴的家庭，可以稱作「政協之
家」。丈夫蔡冠深是全國政協常

委，她自己是天津市政協常委，大兒子蔡
雋思是遼寧省政協委員，女兒蔡頌思是雲
南省政協委員，小兒子蔡卓思是中山市政
協委員。另兩子雖未夠年紀，但也已經廣
泛參與到青年聯會裏。這是蔡關穎琴所刻
意培養的結果。她認為，婦女是家庭的重
心，要讓青年從小樹立起正確的觀念，母
親責任重大，一定要在行動中讓他們認識
祖國、認識社會。
猶記早年，不論是以律師身份還是以婦

聯身份，每逢北上，只要許可她都會帶上
孩子，盡可能地一起參訪。這可視為潛移
默化，也可看作言傳身教。除了認識內
地，對社會所負的責任感，也是她向孩子
自小便強調的。例如，她會帶他們參觀救
傷隊，看如何培訓，以激發他們為社會服
務的興趣，後及至大兒子入讀中學，順理
成章地就加入到救傷隊中。如今，看到子
女不斷長成，個個都有擔當，她很欣慰。
但她的目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家庭，作為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名譽會長，她想把這
種理念帶給更多家庭。

為國育英才
蔡關穎琴認為，身為女性，天然具有親

和力，天然站在接觸下一代的第一線上。
且不論是媽媽、姐姐，還是老師、社工，
都以女性居多，因而一定要好好把握接觸
青年人的機會，向他們傳達正確理念。蔡
關穎琴自己曾是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廣基本
法工作組召集人。推廣基本法，和年輕人
講清楚國民教育，在她看來功在千秋。但
早些年的活動少人參與，有時一場活動參
與者不過幾十一百，她覺得遠遠不夠。要
做，就要有影響力。
後來，在她的努力下，有問有答《基本

法》問答比賽成功舉辦，首年就有超過一
萬人參加！在決賽現場，頒獎的前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問，這麼好的活動，為什麼早
些年他不知道？蔡關穎琴答，因為今年是
第一屆。司長又問，往後可否每年都辦？
後來，當活動辦到第四年，參與者已近兩
萬人。
這一活動主要面向學校，蔡關穎琴認

為，從小抓國民教育極為重要。她甚至曾
想：假若在回歸前及回歸後能下大力氣做
好國民教育，可能也就不會發生佔中這類
事情。

建文化橋樑
擔任天津市政協常委以前，蔡關穎琴曾

任河南省政協多年。儘管當時交通不便，
但她深為河南的歷史文化所迷。為了在港
宣傳少林文化，她專程把《風中少林》搬
來香港的舞台，這齣禪武合一的功夫舞劇
一經登場，便即閃耀香港之畔。蔡關穎琴
認為，要讓香港民眾真正認識祖國，文化
的角色不可或缺。因為就連她所熟識的一
些外國領事，來港的第一件事，都是找尋
香港的文化活動。
文化是相互理解的橋樑。每年，蔡關穎

琴都會贊助國慶音樂會，這一捐助已超過
十年，去年，她尤為感動。當時，在那樣
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現場的聽眾主動肅然
起立，高唱國歌。她代表講話時，衷心表
示能看到此情此景，看到這樣多愛國愛港
的同胞，深受鼓舞。
作為政協委員，蔡關穎琴認為，搭建

起香港與內地的橋樑是自己的職責所
繫。而她的律師身份也能發揮獨特的作
用。早年，少林寺的方丈來港，便曾向
她咨詢：如何為「少林寺」登記商標。
蔡關穎琴對方丈的商業頭腦深感佩服，
同時更加覺得香港應發揮自己在金融、
法律、貿易等方面的專長，幫助內地更
好地走出去，與世界各地建立更深、更
廣的聯繫。而她自己，她的家庭，就一
直走在這樣的道路上。

：兼顧婦女及青年工作培育愛國愛港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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