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喬輝、王靜秋香港電】昨日上午，
「活力之都」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在素有 「東方明珠」

之稱的香港舉辦投資環境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這
項活動是 「2012 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周」其中一
項重要活動。

此次招商會上，呼和浩特與香港的合作取得了豐
碩的成果。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呼和浩特市秦義市
長介紹說： 「這次我們與幾家企業簽約了一批極富發
展潛力的合作項目，合同總金額超過了100億美元。主
要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領域、煤化工領域、現代服務
業領域、地產開發和製造業領域、食品加工領域、製
造業領域等。」

投資興業 距離不再遙遠
呼和浩特市作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是除天津、

石家莊市以外距離首都北京最近的省會城市，北擁草
原、南臨黃河。既是環渤海經濟圈的腹地，又是國家
向北、向西開放的重要前沿城市；既是近年來作為內
蒙古快速發展引擎的呼包鄂經濟圈中的重要增長極，
又是國家規劃的呼包銀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城市。

從經濟活力看，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一是增速
較快。 「十一五」期間，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速
達到 15.8%。二是結構較優。去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

2177億元，三次產業比為5.0：36.3：58.7，服務業成為
具有首府特徵的全市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三是自
主增長機制正在加快形成。去年民間投資佔到全市固
定資產投資的60%。

從城市競爭力看，呼和浩特市先後榮膺 「全球經
濟增長 20 強城市」、 「中國經濟實力百強城市」、
「中國投資環境50優城市」、 「中國特色魅力城市200

強」、 「中國最具魅力金融生態城市」和 「最具投資
價值的中國新能源產業城市」等稱號。成功創建為國
家森林城市，創建國家環保模範城市正式通過國家環
保部考核驗收。去年城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347天
，成為北方地區空氣質量最好的城市之一。

大有可為 發展空間廣闊
投資環境推介會上，秦義市長用五個 「大有可為

」向香港眾多企業介紹了呼和浩特的發展現狀和合作
前景：

呼和浩特的工業發展大有可為。呼和浩特將緊緊
依託現有產業基礎，充分發揮內蒙古的資源優勢，加
快構建多極支撐的新型工業體系，增強工業經濟對全
市經濟發展的支撐帶動力。重點要通過引進投資者、
培育現有企業，打造以下幾大產業集群：一是綠色食
品加工產業集群，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乳產業的同時
，大力發展其他優勢特色農畜產品加工業以及飲料等
產業。二是非資源型產業集群，重點發展光伏產業、
電子、新材料以及汽車製造、風電設備製造等先進製
造業和新興產業。三是生物發酵產業集群，加快向高
端方向發展。四是重化工產業集群，重點依託周邊的
煤炭資源優勢，進一步發展電力、石化、煤電鋁一體
化、煤化工、新型建材等產業。

呼和浩特的服務業發展大有可為。呼和浩特既是
最主要的旅遊目的地，又是全區的旅遊集散地。去年
，呼和浩特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旅遊收入、貨運周
轉量、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均佔到全區的四分之一以
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三大電訊運營商
雲計算項目均落戶呼和浩特，項目投資總額達360億元
，將在5月份集中開工建設。本次內蒙古活動周期間，
呼和浩特專門帶來了圍繞雲計算基地建設的招商項目
。這些項目的實施，必將形成呼和浩特高端服務業發
展新優勢。

呼和浩特的現代農牧業發展大有可為。呼和浩特
市總面積 1.7 萬平方公里，800 萬畝耕地。從今年開始
，呼和浩特市全面加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
的力度，加速推進農牧業現代化。呼和浩特的建設重
點有：一是大力推進奶牛標準化、規模化養殖，全面
提升乳業發展的質量和水平，不斷鞏固 「中國乳都」
地位；二是建設西部地區重要的以蔬菜為主的農副產
品基地；三是大力發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休閒觀光農業
。此外，呼和浩特要因地制宜發展肉羊、馬鈴薯等優
勢特色產業。通過連續幾年的努力，構建起具有首府
地區特點的現代農牧業產業體系，使農業農村發展面
貌明顯改觀。

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設大有可為。近年來，呼和浩
特市緊緊圍繞建設一流首府城市目標，立足長遠，科
學規劃，全面展開了新一輪城市改造建設，城市面貌
不斷發生新的變化。今年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市城市
改造建設要圍繞進一步完善功能、提升品位和改善民
生，建設的重點是：城市軌道交通、城市快速路建設
改造、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園林綠化建設、大型城市
綜合體及商業地產開發等領域。

呼和浩特的社會事業建設大有可為。教育、文化
、衛生、社會化養老等公共社會資源既是政府提供公
共服務的主要內容，又是作為首府城市非常寶貴的市

場資源。一方面呼和浩特要不斷加大政府性投入，另
一方面要進一步放開投資領域，促進社會事業更加充
分地發展。

互信共進 合作前景無限
秦義市長表示，呼和浩特要真誠對待來呼投資的

每一個企業、每一個項目，全力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
環境。要進一步完善 「一站式審批」、 「一條龍服務
」的機制，切實做到報批無梗阻、建設無障礙、經營
無干擾、服務無止境，真正營造一個讓廣大投資者放
心投資、安心發展、順心幹事、舒心生活的良好發展
環境。

推介會上，秦義市長還對眾多港商作出了 「依法
行政、信守諾言、優質服務」的承諾，港商們紛紛表示
：呼和浩特蘊藏着巨大商機和無限潛力，是一片投資
的熱土。通過此次活動，也加深了對呼和浩特市的認
識和了解，今後一定要與呼和浩特擴大彼此間的交流
與合作，開啟雙方互惠互利、互促共進的和諧之旅。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清煥說，此次呼和
浩特招商活動的成功舉辦，增強了香港與呼和浩特之
間的交流，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呼和浩特的社會發展
情況、投資環境、投資方向及優惠政策等，讓我們堅
定信心在呼和浩特市投資發展。

活力之都約會東方之珠

呼和浩特：嶄露魅力 合作發力 前景給力
呼和浩特（香港）投資環境推介會專訪秦義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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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問雙非問題題最急需解決
民建聯對下屆特首期望調查顯示：

候任特首辦添三成員

【本報訊】建制派前晚舉行例行飯局聚會
，邀請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被外界稱為
「大和解飯局」。是次飯局的召集人、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梁振英
在飯局上逐一紀錄議員提出的建議，顯示他重
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及樂於聽取議員意見，
飯局讓議員有機會多作交流，亦加深對梁振英
了解，已達到預期目的。他引述梁振英表示，
希望一個月後再一起飯敘，聆聽議員的意見。

譚耀宗又說，梁振英在飯局上無提及組班
困難，只說過至今未有接觸現任官員，會先在
社會上物色人選，亦歡迎各政黨提名合適人選
。譚耀宗說，會認真考慮黨內是否有合適人選
，加入下屆政府，他認為，若要提名政治助理
會較容易，因黨內有不少年輕的政治人才，至
於要物色較高層次的局長，則有一定難度，因
人選要有一定資歷，負擔較大政治責任。

林健鋒：梁不會「秋後算帳」
在特首選舉期間支持唐英年的經濟動力召

集人林健鋒，在飯局上坐在梁振英旁邊。林健
鋒在同一個電台節目透露，席上問過梁振英會
否「秋後算帳」，對方表示不會： 「他（梁振英）
都很幽默地答，他說我都知你是用半說笑式來
問我，他說不會的，他說現時這個時代還怎會
有 『秋後算帳』這回事，我覺得大家亦不需要
太擔心，最重要 『行得正、企得正』，自己沒
有犯錯人家怎弄都弄都不到你。」

林健鋒認為，飯局主要是交流對政策的意
見，從來都不存在所謂和解的意味，不論是誰
，都應該用開通及和氣方式溝通，希望梁振英
多聽意見。

至於未有出席飯局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在
另一場合表示，由於當晚早已安排要出席自由
黨青年團，會議開會到八時多，且飯局出席人
數多，時間短，即使在最後的時間趕到，亦未
必能認真溝通，故希望將來有機會約見梁振英
表達意見。

同樣沒有出席飯局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
大輝則表示，因要主持潮人商會活動，時間安
排不來，強調來日方長，相信以梁振英的能力
及胸襟，可凝聚及團結各方，近期見到梁振英
會見不同界別及落區，是邁進一大步。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亦表示，由於事忙所以
無出席飯局，希望外界不要太多揣測。他又說
，若梁振英請他食飯，一定會出席。

市民對公正廉潔信心最高
民建聯上月底以電話訪問一千一

百四十三人，了解香港市民對下屆特
首的施政信心及期望。調查以五分代
表信心最高，一分代表信心最低，讓
受訪者就三個範疇進行評分。調查顯
示，受訪者對下屆特首在 「確保政府
公正廉潔」上評分最高，有二點九八
分；其次為 「吸納人才組建有質素的
管治團隊」，有二點八八分；排在第
三位的是 「化解矛盾、團結港人」，
為二點七二分。

對於下屆特首在上述三方面的信
心評分均低於三分，民建聯指出，可
能由於市民對梁振英認識不多，存有
疑慮，市民對梁的管治持觀望態度，
希望聽其言觀其行。而市民對新特首
能夠「化解矛盾、團結港人」的信心評
分在三項中最低，可能是由於在過去
特首選舉期間競爭激烈，產生不少矛
盾，讓市民產生了負面的觀感有關。

李慧表示，梁振英在上任後，
必須盡快挽回市民的信心，團結香港
各界人士，加強與各階層的交流，消
除分歧和矛盾。另外，梁振英亦要廣
納各方不同界別的人才，組建一隊廉
潔及有質素的團隊提升管治質素，並
以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的心態，回
應市民在不同方面的訴求與期望。

調查亦顯示，市民期望新特首優
先處理的三個問題依次為：解決 「雙
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改善公立醫
院質素、縮短輪候時間，以及解決樓
價高、租金貴、市民居住環境差的問
題。該問題以五分代表急切性最高，
一分代表急切性最低，而解決 「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問題一項便獲得四點
三七的超高平均分。民建聯希望梁振
英上任後，能夠在十月首份施政報告
甚至之前，提出切實的應對措施。

民建聯倡取消「雙非」分娩額
在處理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

題方面，民建聯建議：公立醫院取消
明年 「雙非」孕婦產子配額，以及私
立醫院縮減配額；研究制定一套由入
境處審批的標準，包括教育背景及經
濟能力等；與內地部門加強訊息交換
及合作，打擊中介公司協助未有預約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活動；不時

檢討行政措施成效，在必要時，尋求
人大常委會釋法，取消 「雙非」嬰兒
可以自動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至於如何改善公立醫院質素，民

建聯建議，增撥公共醫療資源、增加
醫護人手，以及推出長期病患者及兒
童醫療券。房屋問題方面，民建聯指
出，需加強土地發展規劃，加快興建
公屋速度，為公屋輪候冊住戶提供租
金津貼等。

此外，民建聯亦在其他範疇提出
建議︰例如是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
回購西隧、檢討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將生果金改革為三級制 「退休保
障養老金」等。

【本報訊】政府昨日刊登憲報，
指國務院依照基本法，根據行政長官
選舉所產生的人選，任命梁振英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任期
由今年七月一日起開始。而梁振英競
選時，有份協助他的三名人員洪綺敏
、馮英倫以及陳冉，昨日正式簽約加
入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任期至六月
三十日。

梁振英前日由北京返港，他昨日
上午返抵位於舊政府總部的候任特首
辦，下午再前往新政府總部特首辦，

處理交接事宜。行政長官曾蔭權正在
外訪，候任特首辦表示，梁振英在上
任前，會同現屆政府定期開會，保持
溝通，為交接工作做好準備。另外，
梁振英昨日先後兩次進入跑馬地養和
醫院，候任特首辦表示，他是接受定
期身體檢查。

特別助理職位「一拆三」
此外，候任特首辦昨日多了三名

新成員，他們都曾協助梁振英參與競
選。據悉，梁振英把約八萬元的薪酬

、原為一人編制的特別助理拆作三個
職位。競選時負責與傳媒聯絡的洪綺
敏將會出任候任特首辦的公共關係主
任，薪酬相當於新聞主任的起薪點，
即月薪四萬一千零七十元。而與梁振
英共事多年的公務助理馮英倫及陳冉
，則會出任項目主任，主要負責研究
工作，月薪相當於二級行政主任，即二
萬二千二百四十元。候任特首辦表示，
政府是依足程序聘用他們。

前電視台新聞主播洪綺敏在梁振
英競選期間擔任競選辦傳媒關係高級

經理，主要負責傳媒聯絡，並陪同梁
振英出席各類活動。梁振英當選後的
落區活動，洪綺敏亦有幫手打點。而
洪綺敏前晚已開始在候任特首辦返工
，陪同梁振英出席建制派飯局。

馮英倫曾任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
長，他畢業後即出任梁振英的公務助
理，追隨梁振英多年。馮英倫在青年
事務方面十分活躍，他現為全國青聯
委員、香港菁英會執委委員。梁振英
競選期間，他曾出席電台節目，與唐
英年競選辦副秘書長劉鳴煒及何俊仁
競選團隊的民主黨南區區議員羅健熙
討論青年政策。陳冉畢業於港大，本
科主修新聞，研究生則攻讀金融。據
悉，她數年前開始擔任梁振英的公務
助理。陳冉同時擔任華菁會秘書長。

【本報訊】民建聯的調查顯示，市民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在確保政府公正及廉潔上的評分最高，但對其在團結港人及化解
矛盾方面的信心則相對上較低。受訪者又認為，下屆政府最急切
需要解決的是 「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認為，下屆政府需要廣納不同界別人士，組織廉潔以及有質素的
團隊，回應市民訴求。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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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右）
認為，下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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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譚耀宗（右）及林健鋒（左）在電台節目中暢談前晚
舉行的建制派飯局聚會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