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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總再臨香江 各界歡欣鼓舞
【本報訊】國家領導人每逢香港回歸大慶等重要日子都會來港，與

市民暢聚，這既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懷，也反映香港在祖國建設
事業和國家統一大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胡主席第三次訪港，香港社
會各界感到歡欣鼓舞，亦對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共創雙贏充滿期盼。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回歸十五年來， 「一國兩制」得以成功
落實，而中央十分重視香港，對香港經濟和其他各個層面都非常支持。
他又指出， 「這十五年，內地的進步非常快，香港發展相對緩慢，必須
奮起直追」，希望香港社會能夠團結一致，為香港的前途拚搏。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林樹哲表示，回歸以來，中央
對香港的支持力度相當大，國家領導人關注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亦
希望能夠促進香港的長遠發展。林樹哲期待香港與內地能夠進一步加強
溝通，落實CEPA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認為，中央再次推出的
惠港措施涉及金融、旅遊和現代服務業等各個範疇，對香港長遠發展非
常有利，他亦希望這些措施能夠促進香港與內地互利互贏，推動兩地共

同發展、繁榮。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亮星表示

，回歸以來，國家的支持令香港成功抵禦外圍經濟衝擊，令香港這個彈
丸之地發揮獨特生命力，鞏固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希望胡主席此行
能感受到回歸後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的信心，以及看看受惠於
國家支持，香港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與國家所取得的成就。

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歡迎胡主席繼一九九九年及二○○七年
訪港後，在香港特區成立十五周年之際再度訪港，相信必定能為香港帶
來新景象。王敏剛認為，國家重視香港發展，提供一系列優惠政策，香
港亦應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期望胡主席此行向各界講解國家未來發展
方向，讓香港更積極參與、配合國家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說，每次國家領導人訪港，都會花很多時間近
距離接觸社會各界，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市民的關心和照顧，他對此心
存感激。他認為，國家推出系列惠港政策，對香港及國家整體發展都有
好處，以人民幣結算業務為例，香港作為開放平台，可為人民幣國際化

累積經驗，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香港應盡
快落實各項惠港措施，配合國家發展。

各黨派立法會議員亦對胡主席訪港滿懷期待。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胡主席再次來港與香港市民一起慶祝回歸

紀念日，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重視。他相信，中央的一系列挺港
措施對香港與內地的發展都會有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希望胡主席此行能看到香港回歸十
五年以來的整體發展情況，了解市民生活情況，相信亦有助提升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令香港繼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擔當獨特而重要的
角色。

工商專業聯盟召集人林健鋒指出，回歸十五年，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有目共睹，令香港經過禽流感、沙士、金融危機等都能安然度過，而得
到中央政策上的支持，香港經濟復蘇的步伐加快。他認為，即將出台的
新惠港措施將支持香港多個行業在內地的發展， 「香港應該 『禮尚往來
』，做好應有的工作，減少爭拗，建設和諧社會，攜手應對挑戰。」

國家主席胡錦濤兩次訪港，都走入
群眾，直接聆聽香港市民的聲音，相信
此次訪港亦不會例外。本報記者採訪了
本港多個地區的市民，了解他們最想對
胡主席說的話和對回歸十五年的期望。
「希望領導人深入了解民生」 、 「期待
新的惠港政策」 、 「解決貧富懸殊」 成
為他們的心聲，也反映市民對胡主席訪
港充滿了憧憬和期待。

本報記者 朱晉科 夏盧明

梁先生（從事漁業）：
「胡錦濤主席訪港當然好啦，看得出他很重視我們香

港，回歸十五年，雖然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漁業逐漸式
微，但特區政府每年都給予我們燃油補貼，幫助我們渡過
難關，我好希望中央和特區政府能繼續關心漁民的生活，
如果胡主席能來南區看我們漁民就最好啦！」

郭小姐（從事漁業）：
「我很記得胡主席說過的一句話，他說港澳的漁民是

國家的海軍，我們漁民聽到之後很受鼓舞，我覺得香港有
部分人不懂珍惜國家給予的政策，香港社會有太多意見，
容易給吵嘈的聲音打亂自己的步伐，我希望胡主席可以聽
到市民真正的聲音，更加體察我們香港的民情。」

麥小姐（九十後）：
「好開心、好榮幸見到胡主席能來香港參與回歸十五

周年慶典，如果有機會，我好想拿我的設計作品給胡主席
看，希望他給點意見我，我之前有擔心在香港找不到工作
，雖然最後成功，但仍希望胡主席能夠更加關心香港年輕
人的就業問題。」

張小姐（九十後）：
「我覺得胡主席很有領導才能，回歸十五年內給了我

們好多惠港措施，改善了香港的民生，還有之前全城熱議
的雙非孕婦問題，經過兩地的互相溝通後，也得到很好的
解決。不過我作為年輕一代，都關心將來自己的置業，希
望胡主席和中央都關心多點香港市民的住屋問題。」

羅女士：
「一聽到胡主席來香港，我好開心啊，覺得他很親民

、很和藹，我希望胡主席多點關心香港的青少年，因為香
港太自由了，有部分青少年思想容易偏激，對很多事情沒
有搞清楚，就跟着別人上街遊行。我支持政府推行國民教
育，因為回歸後我們就是中國人。

梁女士：
「胡主席來香港當然好啦，七月一日那天如果有時間

，我會帶我女兒出街，參與回歸活動，我會教她正面、公
正地看待香港的一些社會問題，我很討厭現時香港有某些
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還帶壞小朋友、年輕人不好好讀
書，過分地參與政治活動。」

洪先生：
「胡主席來港當然歡迎啦，我希望他可以聽到香港人

真正的聲音，了解香港人實際面對的民生問題，例如現時
的樓市下，年輕人可能難以置業，還有教育問題，而我亦
不贊成現時香港有好多反對派議員逢中必反，這些激烈的
聲音淹沒了市民的心聲。」

何女士（新移民）：
「看到新聞介紹，知道胡主席除出席官方活動外，還會

落區同市民接觸，了解大家的日常生活，覺得好有親切感
，相信中央領導人今次訪港帶來的一系列惠港大禮，能夠
改善我們的經濟，我特別希望胡主席能關注香港社會通脹
高的問題，因為與我們小市民息息相關。」

鄧先生：
「我很記得香港回歸十五年內，在中央的支持下，戰

勝過很多逆境，例如九七年的金融風暴、○三年的沙士疫
情，還有○八年的金融海嘯，雖然目前民生上仍有很多不
足，但不能否認中央的確給予很多惠港措施，支持香港經
濟發展，我很歡迎胡主席來香港看看我們。」

馮女士：
「七月一日是香港好重要的日子，見到新聞有介紹胡

主席來港，為下屆政府主持宣誓，我當然十分歡迎，我期
望胡主席能夠多點落區，聽取民意，不只是了解香港繁榮
的一面，還能夠切實了解香港更多民生、民主上的議題。
我相信他是有心聽的。」

家國情深十五載 港人喜迎胡主席
社 評

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今日率中央代
表團一行自北京乘專機抵港，出席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慶典活動及特
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訪港三日期間，胡主席還將檢閱解
放軍駐港部隊、會見各界人士、出席歡
迎晚宴及觀看文藝晚會，與全港市民一
起度過這個愉快的時刻。

特區十五年，主席三訪港，此時此
刻，香港市民想到的或感受最深的是什
麼？最想回憶或最難忘記的又是些什麼
？對未來、對特區下一個十五年最期盼
的又是些什麼？……

此時此刻，浮現在不少港人心頭的
，是十五年前展現在灣仔會展中心的一
幕：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升起，英國
「米字旗」 悄悄落下，國家主席江澤民

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行政長官董建華帶領全體主要官員
宣誓就職。

這一刻，絕大部分港人的心情，談
不上什麼激動和興奮，而是有點難以置
信和緊張：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管治
就這樣結束了嗎？我們香港人就這樣回

歸了、成為真的中國人了嗎？
當時，有錢有地位的人士，特別是

經歷過四九年南下或 「文革」 後來的一
群，口頭上不會說什麼，但口袋裡一本
外國護照已經捎得緊緊的，外國房子買
好，先讓太太帶着孩子移居外國、家裡
空空如也，自己成了 「太空人」 。

當時，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簽訂
、基本法也已經頒布，但在大部分港人
眼中，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只是一句看得懂、但猜不透
的說法， 「一國」 如何可以有 「兩制」
？港人真的可以治港？高度自治又可以
「高」 到那裡？當時擺在港人面前的，

只是一句陌生的口號和無數問號。
但十五年過去，今天，再問港人，

什麼是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再不關心政治的市民也可以
說出個大概，就是對回歸以來特區經濟
社會民生狀況不感滿意的人也不會否定
， 「一國兩制」 是成功的，中央對實施
「一國兩制」 和落實基本法的誠意是事

實俱在、不容置疑的。
而且，「一國」不但不干預「兩制」，

特區每一次遭遇到困難，包括亞洲金融
風暴、「沙士」疫情、國際金融海嘯……
， 「一國」 都會伸出援手，送來關懷、
送來溫暖、送來切切實實的幫助，令到
香港一次又一次走出陰霾和難關，而且
開闢了更廣闊的與內地合作的新天地。

今天，港人不但不會再擔心回歸、
懷疑 「一國兩制」 ，而且，儘管路途上
還會有風雨、有磕碰，但每一個港人心
中都已經明白：國家才是香港最堅強、
有力的後盾，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國
家， 「一國兩制」 就是保護香港逢凶化
吉、化險為夷的 「護身符」 。

今天，胡主席來了，港人不會都拿
着花束到街上去喊 「歡迎歡迎」 ，也不
會把國旗和區旗掛到窗口上，但是，港
人歡迎你、真的歡迎你，而且還想對你
說一些心裡話或者提一些要求，相信你
能夠明白。

港人歡迎胡主席，是因為感謝中央
和全國人民十五年來對香港特區的支持
和幫助。十五年來， 「一國兩制」 ，港
人分享了國家一切發展的成果和殊榮，
今天，神舟九號就要回到地上，漂亮的

劉洋又會笑嘻嘻的出現在電視鏡頭前；
天上神九會天宮、地下 「蛟龍」 深潛七
千米，今天做一個中國人的確是可以俯
仰天地而無悔無憾了。

港人歡迎胡主席，是因為中央又給
十五周年生日的特區送來大禮，這幾天
，六大方面措施將會相繼公布，三十多
個項目將會涵蓋經貿、金融、教育、科
技、旅遊及粵港合作六大範疇，進一步
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創造與內地
雙贏局面，為香港未來長遠發展帶來新
的依託和動力。而面對大禮和中央的心
意，港人必須進一步體會胡主席過去一
再苦口婆心的叮嚀說話，要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切實有效改進民生、包容共濟
構建和諧、循序漸進推進民主，而不是
再在那裡內耗爭拗、蹉跎歲月。

港人歡迎胡主席，還因為港人希望
中央對進一步貫徹 「一國兩制」 、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和落實基本法，對
即將成立的以梁振英為特首的第四屆特
區政府，會有更多的關懷和指導。日前
特區政府發表的 「堅尼系數」 顯示，港
人社會貧富差距日甚，過去十年特區積

聚的財富，基層市民並未能真正受惠分
享；不少 「八十後」 為置業安居、成家
立室而徬徨， 「九十後」 為前景堪虞而
日趨偏激；部分老人長者有僅靠一千元
「生果金」 過活，貧窮已經可能出現
「跨代」 。

而面對這些社會問題，立法會內仍
爭拗不斷，梁振英提出的 「三司十四局
」 重組政府架構議案仍未提上議事日程
，以致新班子未能在七月一日全體整齊
宣誓就職。市民對梁振英抱有較大期望
，期望他能真正做到參選政綱中所說的
「穩中求變，適度有為」 ，期望他能廉

潔奉公、謙虛謹慎，切實提高特區政府
的施政水平和工作效率，為市民多辦實
事、好事。

港人歡迎胡主席，希望在強大祖國
和中央關懷下，特區政府和港人社會能
更好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和基本法，能夠把特區建設
得更繁榮、更安定、更美好，能夠為國
家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不辜負中央和
全國人民的厚愛和期望。

胡主席，港人歡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