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聯執委冀為中小企表訴求
盼發揮橋樑角色 讓港企了解國策融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港區執委、選委

會第五界別選委蔡志婷、馬春玲，昨日出

席與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的座談會，分

享他們參選的理念和政綱，另外三位選委

李思廉、唐偉年及呂聯勤昨日亦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他們均表示，希望能夠發揮

橋樑角色， 讓香港企業了解國家發展政

策，促進香港企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

國家重大戰略中找準自己的位置，並幫助

企業家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家轉達訴求，爭

取更大發展空間。

是次參選選委會第五界別的全國
工商聯港區執委，參選口號是

「服務工商業界，促進經貿發
展」，並有五點全體政綱，包括推
動特區政府就落實國家「十四五」
規劃諮詢工商界意見、為香港工商
企業把握「十四五」機遇提供政策
支持等（見另稿）。

增港企多元化發展機會
蔡志婷表示，身為全國工商聯的
一分子，希望能夠發揮橋樑角色，
讓香港企業了解國家發展政策，促
進香港企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
強香港商界與內地工商團體及工商
經濟界人士的聯繫，增強經濟、技
術和貿易合作，提升香港企業多元
化的發展機會，帶動青年將來有更
多的升學及就業選擇。
馬春玲表示，作為選委會全國工
商聯界別的代表，她深感使命在
肩，責任重大。她強調，希望做好
橋樑的角色，推進創新、創造，打
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良好
營商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提升
競爭力。她希望幫助香港企業把握
「一帶一路」機遇，構建雙循環新
發展格局，幫助企業家，特別是中

小型企業家傳達訴求。
她表示將堅決支持中央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將一如既往支持
和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全
面落實香港國安法，並表示一定盡
心盡力履職盡責，把神聖的一票投
給管治能力強和真正的愛國愛港人
士。
李思廉表示，他的政綱主要圍繞

在「團結工商、富國安民」。第一
是融入大灣區發展，即就「十四
五」規劃諮詢業界意見，支援中小
企進駐大灣區，提供營商辦事流程
和指南，及辦理資質認證的綠色通
道；第二是盡快「通關」，復甦經
濟，希望逐步實施香港及內地免隔
離通關措施，回復兩地經貿活動，
帶動經濟復甦，並連通國內國際雙
循環，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三是扶
助中小企。他建議政府繼續提供或
延長相關融資信貸措施，協助急需
資金周轉的中小企渡過難關或轉
型，加大力度支援中小企。

在國家戰略中找準港位置
唐偉年的政綱是「變在當下，融

合發展，港人自強」。變在當下方
面，他指香港經濟面臨諸多變局，

關鍵在於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
動求變。既充分關注利好香港的基
本因素，樹立香港美好未來的不變
信心，又充分認識香港經濟在後疫
情時期面臨的難點、堵點、痛點，
變消極等待為主動應對，以積極姿
態迎接挑戰，重塑香港「敢拚會
贏」的精氣神。
融合發展方面，唐偉年認為香港

經濟體量不大，故要連結祖國內地
與世界各地，避免「躲進小樓成一
統」，而應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
心、交通樞紐優勢，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中，找準自
己的位置。港人自強方面，他認為
香港經濟社會要發展，關鍵還是在
具有創新、在獅子山下不懈奮鬥等
精神的香港人，認為可適時展開香
港人精神的大討論，推動港人更加
自強。
呂聯勤表示，希望透過選委會推

動特區政府就落實國家「十四五」
規劃諮詢工商界意見，為香港工商
企業把握「十四五」機遇提供政策
支持，並呼籲香港和內地適時實施
免隔離通關措施，恢復兩地正常經
貿往來，帶動經濟復甦，維護穩定
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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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在
座談會上，多名香港觀塘工商業聯
合會成員均發表他們的意見和建
議，包括希望能盡早恢復正常通
關、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
鼓勵青年人到內地發展等等。全國
工商聯港區執委蔡志婷表示會將他
們的意見反映給中央和特區政府。

打造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觀塘工商聯會長余敏表示，國

家「十四五」規劃內，他十分關
注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他認
為，香港需要提升和鞏固貿易中
心地位，並進行升級，建議落力
打造區域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同時將傳統產品往高增值方向發
展。他並關注香港與內地通關問
題，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嘗
試推行商務通關，以控制人員數
量和隨時調整政策，認為如果能
互認互通健康碼就更好。
觀塘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廖漢輝

表示，改革開放後，中國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很多人都選擇到內
地營商和投資，但現時仍然有些青
年對國家不了解。他建議由中聯辦
等機構作統籌，讓一些非中資的企

業和銀行帶領青年到內地進行商務
考察團，認識國家的高端科技發
展，消除他們在思想上的抗拒。
另外，他指由於疫情令兩地未能

恢復過往通關安排，造成業主和商
家的連鎖影響，希望能盡快恢復正
常通關拯救他們。
觀塘工商聯青年委員會主席林天

意表示，現時香港人到內地發展和
經商經常遇到困難，主要原因是不
了解當地的稅務和勞工權益要求
等，同時回鄉證在日常生活上亦不
及居住證方便，希望能由中旅社將
回鄉證「升級」，讓其作用等同於
居住證。他說，特區政府也應多支
援在內地港人，培訓他們這些方面
的知識。
觀塘工商聯大灣區商務委員會主

席莊毅堅表示，大灣區的發展對香
港而言是重大的機遇，因為經濟多
元化發展對整個社會和青年出路都
有好處，因此他建議香港打造獨特
的藝術科技，並向高端再工業化發
展。
蔡志婷表示，已經聆聽到他們的

聲音，會將實質的意見反映給中央
和特區政府，未來亦會多安排座談
會讓業界分享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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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港區執委候選人出席與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的座談會。左起：林天
意、廖漢輝、余敏、蔡志婷、馬春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口號及政綱
參選口號
●服務工商業界，促進經貿發展

全體政綱
●推動特區政府就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諮詢工商界
意見，為香港工商企業把握規劃機遇提供政策支持
●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呼籲特區政府為中
小企業進駐大灣區提供支援和服務，並建立有關資質認
證綠色通道
●利用資源優勢，促進海內外工商界交流合作，為香港
工商企業進一步開拓國際、國內市場搭建橋樑、提供服
務
●呼籲香港和內地適時實施免隔離通關措施，恢復兩地
正常經貿往來，帶動經濟復甦，維護穩定的營商環境
●建議政府繼續提供或延長相關融資信貸措施，協助急
需資金周轉的中小企業渡過難關、轉型發展
資料來源：全國工商聯港區執委、第五界別選委候選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
商會所屬的選委會商界（二）界別分組的17
位選委昨日參加交流會，介紹參選政綱及理
念，中總首長、常董、會董、會員等近百人
出席。一眾候選人表示，會確保愛國愛港者
進入特區管治架構，並為工商界發聲，推動
大灣區落實更多便利營商措施，及爭取盡快
放寬通關安排，恢復兩地經貿與民生正常往
來。

善用河套 打造新界北「小矽谷」
候選人之一、中總會長袁武表示，面對新

時代新格局，香港必須加快發展步伐，致力
推動業界鞏固及提升自身優勢，在規劃上形
成「南金融、北創科」發展格局，更好地配
合大灣區發展，包括積極推動綠色金融、離
岸人民幣、配合數字人民幣發展等，充分發
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

此外，香港應以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為
導向，加大創科資源投放，善用河套區發
展，將新界北打造成香港「小矽谷」，引
入國際大型企業研發中心、吸引全球創科
資源及海內外頂尖科技人才集聚。
候選人楊華勇、謝湧海、林銘森談及對下

屆特區管治團隊的期望時表示，希望選出管
治能力強、堅定愛國和合乎商界期望的能人
志士進入管治架構。他們亦希望盡快爭取與
內地放寬通關安排，助力香港工商經濟重拾
動力。
候選人楊釗、邱建新表示，將推動工商
界參與慈善公益事務，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讓企業回饋社會，更好服務社區促進
民生。
候選人陳斌表示，希望向政府爭取增加土

地房屋供應、改善劏房、重啟私人機構參建
居屋等，盡快滿足市民置業需要。

強化「超級聯繫人」角色
候選人莊學山、劉鐵成表示，港人有觸覺

敏銳、靈活變通的特點和優勢，應與世界各
地攜手拓展創新科技領域合作，及善用商會
華商網絡優勢，協助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
市、東盟以至「一帶一路」區域聯繫合作，
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候選人梁偉浩、高敏堅、黃楚恒建議，加

強大灣區制度銜接，推動大灣區落實更多便
利營商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助業界提
升整體管理水平，開拓內地市場。
候選人葉少明、王彭彥、王紹基、伍

淑清、李錦芬指，在青年教育方面，要
加強國情教育，提升年輕人對國家的身
份認同，推動兩地及世界青年、年輕企
業家等之間的交流，講好香港以至國家
的故事。

商界（二）選委力推「南金融北創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完善選舉制度後，選
委會扮演重要角色，選委會金融界界別分組候選人、
WeLab虛擬銀行董事局主席陳家強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期望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出一批愛國愛
港人士，全心全意改善香港政治制度，解決民生問題，
並期望未來管治班子能多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陳家強表示，在把握國家發展新機遇方面，金融界可

以扮演積極角色。他指出，隨着科技發展及國家全力支
持，香港可以利用金融市場優勢，促進大灣區技術發展
進程及資金流動，加強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
通。

善用大數據降低融資難度
貿易融資方面，陳家強認為要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他

指，目前中小企到大灣區發展時，最多面對的問題就是
融資困難，若有效利用科技及大數據，為銀行提供足夠
及真實的資料，使銀行審批貸款時可以安心，也可以讓
中小企在融資時有更多金融產品選擇，相信將有利其業
務發展。
談到對於未來管治班子的期望，陳家強表示，自己曾

擔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是問責班子一員，對於當
年議會的運作，及在推動政策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感受
極深。他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後，90名立法會議員來自
不同界別，可以向特區管治班子提供更全面及專業的意
見，未來管治班子除了要是愛國者之外，還要急市民所
急，真正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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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強期望完
善選舉制度後能選
出一批愛國愛港人
士。 資料圖片

▲ 中總首長、常董、會董、會員等近百人出席交
流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中華總商會所屬的選委會商界（二）界別
分組的17位選委參加交流會。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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