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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更獲理解和尊重

井水集

還有三天，特區就要成立十五周
年。此時此刻，有一些人，是特別令
人憶起或懷念的。首任特首董建華先
生就是其中一位。

廣東俗語說 「萬事起頭難」 ，民
間諺語又說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
士」 ，那麼，董先生應該當之無愧的
可以稱為一位勇士。

作為第一位特首，第一位 「一國
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在
港的領導者、執行人，董先生工作的
主要成績和最大貢獻，可以用他自己
的兩句 「名言」 來作為概括：第一句
是上任之初的 「要有跳出殖民地舊框
框的勇氣」 ，第二句是 「香港好，國
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沒有什麼其他話可以比這兩句話
更能代表董先生的心胸，或能更恰當
描述其在任七年的建樹和貢獻。篳路
藍縷，特區成立伊始，沒有比確立
「一國兩制」 權威、強調不要被殖民

管治舊框框所束縛這兩點宣示來得更
重要、更有影響和意義更大。

在特區成立十五周年之際，作為
首任特首，董先生不免成了傳媒爭相

訪問的對象。在所有的訪問中，董先
生仍然是以 「一國兩制」 的首位執行
者、以 「國家好、香港更好」 為榮為
念，並且一再感謝國家和人民給予的
信任。

而在談到七年任內工作的得失時
，董先生不但不居功、不 「擺好」 ，
反而用了比較多的說話回顧了 「沙士
」 期間發生的事。

他談到當時根本不知 「沙士」 病
毒為何物，沒有及時採取必要的封閉
措施，以至病毒最終在全港擴散，造
成三百人死亡。他用 「痛苦」 二字來
形容當時的心情和延續到今天的感受
，愧疚之心是溢於言表的。

作為一位愛國家、愛民族、有仁
德之心的首任特首，董建華今天比在
任時贏得了市民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同樣，今天人們對待候任特首和
新班子成員，應該有要求、有期許，
但善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和惡意攻
擊要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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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回應

【本報訊】配合香港回歸中央送大禮，包括擴大內地與香港
高校師生交流；在廣州和深圳分別建立粵港青少年交流活動基地
、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教聯會主席黃均瑜對此表示歡迎，
認為有助推動兩地交流，讓港生對國家認識和發展有更好掌握，
並建議本港作出配合，擴大內地交流名額。

黃均瑜表示，回歸後兩地交流日趨頻繁，早前亦曾向廣東省
委書記汪洋提出意見，建立專門的交流活動基地。他說，目前香
港學生到內地交流，多數住在酒店或旅舍，但安全及價格問題最
難控制，若日後建立交流基地，將更方便本港學校安排學生到內
地交流，有助增強港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了解和認同。

恒生管理學院校長崔康常表示，目前不時有內地院校要求合
辦課程，相信本港的國際視野及課程質素，對內地學生有一定吸
引力。

至於中央推出加強兩地科研合作的一系列政策，香港科技大
學副校長黃玉山表示，科研人員加入國家隊，善用國家資源能帶
動航天等 「大科學」的發展，亦有望增加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
伴實驗室的數目，機遇難得。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副主任薛
泉認為，中央推出一系列政策推進兩地合作，為雙贏之舉。以國
家重點實驗室在香港設夥伴實驗室為例，一方面代表中央對香港
科技發展的支持，增強香港科研人員的歸屬感。另外，國家亦多
了一支高水平、國際化的科研隊伍，為國家科研發展做出貢獻。

●完善供港物資相關體制機制及通關制度，確保內地對香港的基本生
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進一步放寬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在內地的
經營範圍，取消從業人員人數和經營面積的限制

新華社昨日報道指，日前從國務院有關部門獲悉，這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主要涉及經貿合作、金融合作、教育交流、科技合作
、旅遊合作、粵港合作等六大方面。具體的政策內容將於日內陸
續公布。

經貿合作方面，將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補充協議九；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 「走出去
」；支持珠三角地區港口、機場、軌道交通之間的銜接與合作等。

支持第三方人幣結算
金融合作方面，支持第三方利用香港辦理人民幣貿易投資結

算，進一步豐富香港人民幣離岸產品；為香港有關長期資金投資
內地資本市場提供便利；推動滬深港交易所聯合設立合資公司，
推出內地與香港兩地市場互相掛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產品等。

教育交流方面，擴大內地與香港高校師生交流；鼓勵香港高
校到廣東省合作辦學；在廣州和深圳分別建立粵港青少年交流活
動基地、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

科技合作方面，鼓勵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申報國家人才計劃；啟動新一輪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
的遴選新建工作。

旅遊合作方面，允許內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港到台灣後，
繼續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國旅遊再返回內地。

進一步推動港深合作
粵港合作方面，允許香港金融機構依據相關管理辦法在粵設

立消費金融公司；進一步推動香港與深圳之間的相互投資和金融
合作；為港產粵語版影片進入廣東市場提供便利；通過推進珠江
三角洲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建設，提升粵港金融合作水準。

中央政府還將繼續完善供港物資相關體制機制及通關制度，
確保內地對香港的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同時，進一步
放寬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在內地的經營範圍，取消從業人員人數
和經營面積的限制。

另據了解，有關方面近日將在香港舉辦多場活動，宣講有關
政策措施。

有助推動兩地交流
讓港生更了解國家

【本報訊】中央再向香港送大禮，在旅
遊方面，允許內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港到
台灣後，繼續前往日本或韓國旅遊。旅遊業
界指，新措施有助帶動內地旅客使用本港郵
輪設施，估計內地來港乘坐郵輪的客量可上
升兩至三成。有郵輪公司歡迎措施，待了解
詳情後再作進一步安排。

啟德郵輪碼頭明年落成啟用，屆時可停
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旅遊業議會總幹
事董耀中表示，新措施有助帶動內地旅客使
用本港郵輪設施，尤其是配合啟德郵輪碼頭
落成，會起正面作用。他估計，內地客乘坐
本港郵輪的客量，可上升兩至三成，要視乎
郵輪碼頭啟用後，可額外吸引多少郵輪來港
停泊而定。他相信，這有助香港成為亞洲郵
輪樞紐地位。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謝
淦廷估計，將來可吸引更多載客量達四、五
千人的國際郵輪來港，帶動消費。他希望政
府加以配合，進一步發揮香港母港的角色。

目前每年約四千二百萬訪港旅客人次當
中，只有七十萬人是郵輪客，旅發局主席田
北俊表示，新措施有助吸引國際郵輪公司開
辦更多經香港的路線，希望航線以香港作出
發點，到附近數個國家，如台灣、日本、韓
國。 「玩完再返香港落船，咁樣對香港最有
經濟效益。」

以香港為母港的麗星郵輪表示，歡迎中
央政府出台新的措施，公司期望了解更多詳
情，以便研究及作出進一步安排。

據統計，二○一○年坐郵輪出入境的內
地旅客達七十九萬人次，而且每年平均還有
兩成的增長。早於○九年，中央批准內地旅
行團在香港坐郵輪到台灣，形成一程多站的
新模式。

【本報訊】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之際
，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惠港政策措施，加強
祖國內地與香港的合作，進一步支持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這些涵蓋經貿、金融、教育、
科技、旅遊及粵港合作等六大方面的政策措
施，包括將簽署CEPA補充協議九、支持第
三方利用香港辦理人民幣貿易結算及進一步
放寬港商內地經營範圍等。社會各界聞之欣
然，相信中央的關懷將使香港發展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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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對於中央推出多項挺港的金融措施，銀
行界一致歡迎新安排，認為有利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更
多元化發展，為離岸人民幣資金提供新出路，並可為業
界帶來更大機遇，以至鞏固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
心的地位。

中央容許本港金融機構在廣東省開設消費金融公司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馮孝忠認為，新安排有助本港銀行
在試點地區開展個人信貸業務，例如發行個人信用卡、
個人貸款等，以至設立附屬財務公司等，從而擴大銀行
的收入及利潤。

另外，內地容許第三方利用香港辦理人民幣貿易投
資結算，馮孝忠指出詳細資料仍有待公布，但估計 「第
三方」是指在中國有貿易業務的外資公司，透過在港設
立貿易投資專項帳戶，自由兌換人民幣頭寸，而無須先
經內地批准，預期有關安排將會刺激本港人民幣資金池
大幅增長。

金融界意見

有利離岸人幣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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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為港人全力支持梁振英

社 評

「邁向更好明天──慶祝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成就展」 昨天在北
京國家博物館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
平出席參觀，並在展覽開幕式前會見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

在會見中，習近平對曾蔭權的工作
表示充分肯定，並表示中央將全力支持
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時俱進
、穩中求變，開創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制訂一系列加
強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政策措施，涉及經
貿、金融、教育、科技、旅遊及粵港合
作等六個方面，進一步支持香港經濟和
社會發展，詳情日內將於香港舉辦多場
活動公布。

習近平副主席的會見、 「香港成就
展」 的在京開幕、一系列惠港政策措施
的出台，都是在特區成立十五周年、也
是新一屆特首和政府班子即將就任的時
候作出的；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央再一
次表達了對特區、對港人的關愛，同時
也以行動表達了對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充
分信任和全力支持。

中央支持候任特首，首先支持的當
然是梁振英這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 「職
位」 。中央支持梁振英，因為他是依法
在港產生，更因為他提出的一系列治港
理念和施政方針，包括穩中求變、適度
有為，顯示了他對 「一國兩制」 、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針的全面了解和
帶領港人社會繼續前進的決心。

因此，中央支持梁振英，也就是對整
體港人社會的支持，中央希望並且相信
梁振英能夠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更上層樓
，能夠團結各界構建和諧社會，能夠促進
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能夠令「一
國兩制」得到更好的落實和更見光芒。

同樣，中央對候任特首全力支持，
首先應該對此有深刻體會的是梁振英本
人。來自中央的支持，既是信任和期許
，同時也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梁振英上
任後能不能夠落實參選政綱中的承諾，
能不能夠做到穩中求變、適度有為，能
不能夠令到港人社會更加團結、人心士
氣有所提升，是要用事實和行動來交出
答卷的。中央不會為工作中出現的困難
或不足作出苛責，但是，因循守舊、言
過其實、無所作為，以致經濟發展不前

、政治爭拗日甚、社會怨聲四起，作為
特區負責人在中央面前恐怕是抬不起頭
來的。而可以欣慰的是，梁振英有決心
、有能力，有中央的信任支持、有前人
的成敗經驗，只要能夠做到謙虛謹慎、
廉潔奉公、踏實工作、依法辦事，就一
定能夠把工作做好，無負市民信任和中
央重託。

中央對梁振英的全力支持，同樣值
得市民深思。特首是港人的特首，特首
的工作直接關係到社會進步和市民福祉
。眼前，就在中央對候任特首全力支持
、多方鼓勵之際，此地反對派加諸梁振
英身上的卻是無情的質疑與辱罵， 「西
九」 設計評審工作申報不足是 「利益輸
送」 、住所僭建物未有及早處理是 「誠
信破產」 ，人還未上任就要 「辭職下台
」 。 「西九」 及僭建物的處理，梁振英
顯然有所不足，應該承認疏忽、接受批
評、公開道歉，但將問題無限放大，攻
其一點、不及其餘，際此特區即將成立
十五周年、新舊兩屆政府馬上就要進行
交接的關鍵時刻，這種做法，到底是為
公平、為正義、為市民福祉還是背道而
馳，市民能不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