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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緯集團董事
局主席陳經緯九日在北京表示，把香港作為
中國企業實施 「走出去」 戰略的平台，是發
揮香港特殊優勢和適應內地迫切需求的最佳
結合。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九日電】

陳經緯：
港優勢助內企走出去

陳經緯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與改革開放
初期香港投資內地不同，把香港作為實施 「走出去」戰
略的平台，又能促進香港功能角色的華麗轉身，推進香
港的持續繁榮穩定。具體來說就是：從以前香港企業自
身或聯合海外企業到內地投資為主，轉身為與吸引內地
企業到香港、到海外投資相結合；從以前吸引內地各省
市到香港招商引資為主，轉身為與大力營造氛圍搭建平
台吸引全世界到香港招商相結合；從以前邀請外國投資
者到香港與內地各省市招商機構對接交流為主，轉身為
與邀請內地對外投資機構、企業到香港與外國招商機構

、企業對接交流相結合。如果說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商機
主要來自國家 「引進來」的決策，那麼未來更多的商機
和繁榮將蘊藏在實施國家 「走出去」戰略的征途中。

港擁國際化人才
陳經緯指出，中國企業走出去存在兩大制約因素，

一是融資困難，二是人才匱乏。通過利用外匯儲備協助
民營企業走出去可以解決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走出
去的融資困難，而借助香港的國際化人才優勢，兩地攜
手走出去可以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因為香港有多年來
形成的全球化營商網絡，可以通過香港實現吸引全世界
商家來中國招商的效果。

陳經緯透露，他所建議的利用香港優勢協助中國企
業走出去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關注，包括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及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已經就此舉行專
題會議，討論建議的可行性及具體操作辦法。在金融危
機背景下，全球併購行業出現了絕佳機會，國際市場一
批優質的資產都出現了好的購買時機。

現在可說是微博時代，開設微博可
以說是一種潮流。從去年開始，我也應
新浪網之邀，在上面開設了我的個人微
博，通過它來向公眾反映兩會的情況，
網上的反應還不錯，一下子就有了近三
萬個「粉絲」。今年我也是再接再厲，來
北京開會期間，每天都和這些網友交流
，通過這個網上平台來了解社情民意。

今天下午，新浪網還特別安排一個
小時的時間，讓我接受網友訪問，談如
何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文化產業合作的問
題。一時間，網友的大量問題就湧入來
，有的問兩地文化的差異和如何看最近
出現的文化 「衝突」事件：有的問香港
文化有什麼特色，如何看待香港現在的

影視、歌曲作品；有的問如何看內地文
化的發展：也有的問香港的資金如何與
內地的文化資源配合等等，甚至有人問
香港的身份證有沒有標明持有人是哪個
民族，真是五花八門，多種多樣。對此
，我結合這次提交的加強兩地文化合作
的提案，盡量給予了回答。

與網友對話後，我還意猶未盡，總
想多談幾句意見。據香港影視界、文化
界人士反映，他們感到近一兩年來，內
地有關部門對以粵語為主、有香港特色
的文化產業及歌影視產品在內地的發展
，採取了較過去嚴格的限制措施，這些
也許是國情所需，但我認為國家既然要
建設文化強國，就應以開放、包容的心
態，制定相關政策措施，不斷開放內地
的文化產業市場，讓 「原汁原味」的港
式文化，在內地文化大體系，特別是嶺
南文化區域佔有相當地位，讓我們的文
化呈現出 「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繁
榮局面。 （北京．三月九日）

去年這個時候我提了一個建議，關於全
國範圍內建立全民兒童醫療保險，要求所有
新生兒童的父母務必每年為小孩買一百元的
醫療保險，這保險覆蓋全國，即農民工的孩
子在外地得病也能受到百分百的保險。極貧
窮家庭由政府負責保險費。那時引起不少傳
媒注意，我在慈善機構的引薦下，帶了記者
到醫院去看一個案例，是北京一個農民工，
他妻子得了罕有的病在女兒沒出生前就死亡
，名叫愛愛的小女孩由於早產和得了食道閉
鎖病，出生第三天就得施手術。這個農民工
由於妻子的病和喪事已經使他欠債纍纍，女
兒的醫療費根本沒法籌措。醫院又逼着他要
帶小孩出院。看着女兒只有兩條出路，一是

把她帶回家眼巴巴的看着她死去，一是把她
送到福利院去，他選擇了後者。但福利院不
肯收，還把他臭罵了一頓。但也給他一個慈
善機構的電話。好在這個機構伸手幫了他第
一把忙，但他還要面對後面漫長的醫院清單
，因為小孩必須長期在深切治療部度過，還
需要施第二次手術。

去年我到訪的時候，這名年輕父親臉色
蒼白，樣子像五十歲的人。我馬上捐了一些
錢，除了夠付當時的醫療費用外，還足夠給
小孩一段時間的奶粉錢。但長貧難顧，更何
況全國有多少個小愛愛這種案例！

日前小愛愛由慈善機構和他父親帶領下
到北京飯店來看我。非常可愛的小女孩，已
經十三個月了，兩個紅紅的小蘋果掛在臉上
，兩隻特大的眼睛不斷轉動，她完全康復了
。她父親小江一直帶着笑容，像個三十歲的
年輕伙子了。

但讓我抱着拍照的小愛愛是國內少有幸
運的女孩！在國內每天每時每秒都有像小愛

愛一樣漂亮可愛的小孩因為得不到醫治而白
白的喪失了小生命？每天每時每秒都有多少
個肝腸欲斷的父母和親人抱着他們的小生命
屍體在呼天搶地。

國家已經踏入小康，政府也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放到重中之重，溫總理特別提到要加
快健全全民醫保系統，鞏固擴大基本醫保覆
蓋面，提高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務水
平。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補助標準提高到
每人每年二百四十元。這是很有必要的舉措
，但這裡面出現了遺漏和不足。首先，很多
父母都抱着僥倖的心態，認為小孩不會有大
事，不為嬰孩買保險，等到查出有特殊病的
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具強迫性的全民嬰
孩保險是有必要的。第二，貧困家庭連看醫
生都沒錢，哪來買保險。所以這必須由政府
免費資助。第三，新農合補助只能幫到在原
籍居住的小孩，像小愛愛那種，父母四川人
在北京工作，能拿到的醫保只有三分一不到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計劃都為成
年人設計，沒有專為嬰孩設計一套適合的方
案。去年政府給我的答案，還是不滿意，所
以今年會繼續提。

（北京．三月九日）

與網友談兩地文化合作全民嬰孩醫保有必要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消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
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九日表示，香港具有進出中國內地門戶的獨有優
勢，建議國家善用香港的經驗和人才，全力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發
展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地位。

容永祺說，國家 「十二五」規劃提出，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去年年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香港宣布一系列支持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其中多項與金融業有關，充分體現中央對鞏固和提
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支持。

香港人民幣債券業務不斷發展，所發售的債券受到投資者廣泛歡迎。容永
祺在提案中建議，中央政府鼓勵更多內地企業到香港發行債券。他表示，如國
家容許更多有條件的內地企業在港發行長期債券，將增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廣度和深度，減低香港對股票市場資金的過度依賴，有利於活化香港債券
市場，加快香港在債券市場這一金融業務中相對薄弱環節的發展。同時，他建
議中央政府在國際層面向外推廣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並鼓勵外國
金融機構到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容永祺表示，目前香港的保險公司不能購買內地銀行間的人民幣債券，因
此未能提供更多人民幣保險產品，不符合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發展方
向。他建議未來允許香港的保險公司
運用人民幣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
及其他投資渠道，以開發更多的人民
幣保險產品，並增加保單的回報。

容永祺認為， 「十二五」期間，
國家除了要加快 「走出去」戰略，也
要提高 「引進來」的品質和水準。國
家有需要通過多方渠道引進外資，善
用私募基金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香港
是亞洲最大的私募基金中心，香港可
憑藉其國際化市場、低稅率等優勢，
成為私募基金進入中國內地的窗口。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九日消息：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絲寶集團董事長梁亮勝九日稱，中國功
勳獎勵體系存在頒授主體繁雜、功勳獎勵數量過濫
、覆蓋面不廣、無統一而清晰的識別體系等問題，
影響功勳獎勵體系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他建議國家
設立常設中央機構 「國家榮譽表彰局」。

梁亮勝說，國家功勳獎勵體系是世界各國積極
引導和提升社會核心文化價值，促進社會進步的有
效手段。新中國自建立以來，在眾多領域設立了具
有 「功勳獎勵」特徵的稱號和獎項，存在諸多問題
，影響功勳獎勵體系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值此國家籌劃 「建立國家榮譽制度、啟動行政
獎勵法、國家勳章法的研究論證工作」之際，梁亮
勝建議，借鑒國外成熟經驗，整合國內榮譽表彰單
位，設立專門負責榮譽表彰活動的中央政府部門
─ 「國家榮譽表彰局」，並將其作為國內唯一有
權依據法規進行國家功勳獎勵頒授和管理的機構。

同時，完善國家榮譽推薦、審查、授予、剝奪
、恢復、處罰等程序，避免榮譽的 「重複頒授」。
借鑒外國 「平民推薦」制度的做法，使其與官方推
薦、審查機制相輔相成，擴大對各階層各行業作出
傑出貢獻人士的覆蓋面。借鑒國外榮譽旌表制度的
做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榮譽旌表制度等。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九日消息：中國 「走出
去」戰略正加快推行，步入二○一二年，內地企業海
外投資活動愈發活躍。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香港協助內地企業 「走出
去」不但空間巨大、優勢獨特，而且符合內地與香港
的發展需求，必將創造兩地互利共贏的局面。

「中國 『走出去』戰略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機遇期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長劉遵義認為，國家擁有充沛的外匯儲備，國企
和民企的實力日益壯大，另一方面，歐美經濟不景氣
也給中國企業購買海外優質資產提供了機遇。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匯聚中西
文化，信息高度發達，與世界各地有着廣泛的商業聯
繫，擁有大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是世界最開放、最

有活力和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香
港可以作為內地企業 「走出去」的理想平台和 「第一
站」，為內地企業進入海外市場進行緩衝和練兵。

另外，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九成，香
港本地市場呈飽和狀態，如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 「走
出去」，既可轉移內地的過剩產能，也可進一步釋放
香港服務業的潛能。劉兆佳認為，今後國家應更充分
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使香港全面發揮各項優勢和潛
能，既服務於國家的整體戰略部署，也進一步拓展香
港的發展空間。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九日電】全國政協常委
劉漢銓今年在兩會建議，健全慈善機構的監管制度
。他建議，立慈善法明確慈善機構的法律地位、募
捐活動的主體，以及機構的責任邊界。同時，完善
慈善機構對募捐款物及財務狀況的披露制度，以促
進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

隨着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慈善事業亦進入了發
展的高峰期，劉漢銓因此建議立慈善法，明確慈善
機構的法律地位。劉漢銓表示，扶危濟困、樂善好
施是中華民族素有的傳統美德。但自去年六月的
「郭美美事件」等慈善風波曝光後，在某程度上損

害了公眾的善心，同時亦暴露了慈善機構在法律監
管、資訊公開、內部治理、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問題
。劉漢銓指，為了健全完善國家慈善機構的監管制
度，及引導慈善事業積極健康地發展，他提出兩項
建議。

首先，劉漢銓建議，加快推動慈善法，立法明
確慈善機構的法律地位、明確募捐活動的主體及確
定慈善機構的責任邊界。他指出，國家目前仍沒有
統一的慈善事業法，雖有多項涉及慈善捐助的法律
，但其法規的立法層次均不高，在法律制度上出現
過時或不配套等情況，導致捐贈資金的監管力度不
足，無法保護捐贈的合理權益。此外，亦要規範慈
善機構在運作過程中的行為，放開對民間慈善組織
的限制，以促進有關組織的發展。

另外，劉漢銓指出，國家慈善機構缺乏公信力
，是因為它欠缺了健全的自律機制，而雙重審批的
准入制度又忽視了對慈善機構在日常運作的監管，
導致國家對捐贈資金監管不力的問題。他建議，完
善慈善機構對募捐款物及財務狀況等資訊的披露制
度，立定機構需及時、完整及詳盡地披露募捐款物
資訊的規定。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九日電】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於今次兩會發表
一份有關健全民意調查機制的提案。他
建議，建立制度，分隔政府和民營民調
機構功能；提高民調機構進入市場的門
坎；設立民意調查機構的行業公會，以
規範同業的專業行為及專業資格頒授；
以及，用行政及立法手段，保證獨立的
民意調查不受干預，以確保民調結果可
供國家在制訂政策時作參考。

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林大輝認為，
中央政府政策的決策機制在未來日子更
需轉向採用科學民主型，傾聽民眾呼聲
及把民意及客觀的分析作為執政決策的

基礎。
林大輝建議，中央政府建立制度，

把大量民調工作分予合法的民間中立調
查機構及作分析，而政府則負責對民間
調查機構，和調查活動進行監督及立法
規範，以分隔政府與民營民調機構的功
能。而對於政府統計系統，他建議，工
作需受各級黨委政府委託，徵集人民的
意見和建議，又或為行政理部門及執法
部門進行群眾滿意度調查等。

其次，林大輝認為，人民現時面對
五花八門的民調結果，難分其可信程度
。他建議提升民調機構進入市場的門
坎，明確行業管理規範，加強有效監督
，以能更有效地規範民調機構的營商行
為。

對於民調機構公布結果的情況，以
及機構與政府的關係，林大輝建議，設
立民意調查機構的行業公會，規範同業
的專業資格和行為。同時，他倡議政府
建立更多真正保持獨立運作的民意調查
機構，與政府保持適當距離，以體現自
身的超脫性、專業性和客觀性，獲取真
實民意，以避免信息扭曲導致決策和施
政失誤。

此外，林大輝建議，以行政及立法
手段，保證獨立的民意調查不受干預。
他表示，公益性調查項目的影響力，是
民調機構生存的根本。因此，發布客觀
公正結果的機構才可獲得公信力。同時
，只有公正的結果才可讓政府當局把握
民意、正確施政。

港委員：兩地可互利共贏

梁亮勝：
設國家榮譽表彰局

劉漢銓：
加強慈善機構監管

林大輝：健全民意調查機制 容永祺：
應善用港人才經驗

▲

容永祺建議國家善用香港的經驗
和人才，發展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地位▲林大輝的提案是有關健全民意調查

機制 本報記者鄧湄攝

▲全國政協
十一屆五次
會議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
舉行第二次
全體會議。
這是陳經緯
委員作《將
香港打造成
實施 「走出
去」 戰略的
重要平台》
的發言

新華社

▲劉漢銓建議，立慈善法明確慈善機構的法律
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