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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新常委熟悉港事務多位新常委熟悉港事務

中央挺港力度料增強
在中共十七大之後晉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

自 2007 年 11 月起，開始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主管港澳事務。其後，每年全國兩會期間，他都會
專門安排時間，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傾
聽港人的意見和心聲。此外，他還多次接見香港各界組
成的訪京團，譬如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香港廣東客
屬社團聯合總會訪京團、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訪京團等。

習對港事務親力親為
2008年7月，就任國家副主席尚不滿4個月的習近

平，首次訪問香港。在短短3天2夜的49小時之內，他
馬不停蹄地出席了19場活動，感受香港變化，體察社情
民意，向港人展示其親民、開明的一面，受到外界的好
評。在他主管港澳事務期間，中央惠港、挺港措施不斷
出台，有力地推動了香港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

今年 6 月 27 日，習近平出席特區政府在京舉辦的
「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成就展」時，專門會見時任特首曾

蔭權和候任特首梁振英，重申中央政府將全力支持新一
任行政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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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訪港帶來 「好福氣」
另一位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也與香港有密切聯繫

。2011年8月，正當美歐債務危機衝擊之時，李克強考
察香港，帶來 「挺港 36 條」的 「大禮包」。短短 72 小
時的 「挺港之旅」，無論探民生問民情、參訪港交所、
慶賀港大百年，還是縱論國家 「十二五」規劃與香港發
展，處處體現出中央政府與香港百姓之間不可分割的情
結，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發展的關心與支持。外界認
為， 「36條」的挺港措施，給香港發展注入了人氣、財
氣、底氣、民氣，給 「背靠祖國」的港人帶來 「好福氣
」。

而新晉常委張德江，曾於 2002 年至 2007 年，主政
廣東大局擔任省委書記。當時，為了引領廣東經濟繼續
壯大發展，張德江提出並推動了規模宏大的泛珠區域合
作戰略，將跨越東、中、西部的九省區及港澳地區都納
入廣闊的區域合作大格局中。

2004年5月，首屆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
」在港開幕。張德江親臨香港出席，在回應記者提問時
，他表示將確保 「以香港為泛珠三角圈龍頭，奠定泛珠
結盟」，並稱 「香港地位不會受到動搖。」五年間盛景
紛呈，泛珠合作不僅推動 「9+2」各省區的合作與發展
，也對促進港澳地區長期穩定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新常委曾在粵工作
王岐山的過往工作也與香港有過頗多交集。1998年

，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中國內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
──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因嚴重資不抵債被中國政府
宣布破產倒閉，這一事件震驚了整個國際金融界。已在
金融領域初露鋒芒的王岐山被緊急任命為廣東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出於處理廣信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的需要
，王岐山經常來往於粵港兩地，與香港金融界人士有過
密切接觸。他在處理金融殘局上的雷厲風行，給香港各
界留下深刻印象。

而王岐山調任北京市市長3年後的2006年，為取經
解決北京 「首堵」問題，原本出席 11 月 15 日開幕的第
十屆京港合作洽談會的他，特意提前兩天抵港，為的就
是參觀考察香港交通，他說， 「要實實在在學習先進有
效的交通管理運作經驗。」這一行的談笑風生，也讓港
人見識了一位具有現代執政思維的高官風采。

張高麗與廣東及香港的淵源則更為深遠。1997年下
半年起，張高麗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次年出任廣東省委
副書記兼深圳市委書記。剛剛到任不久，他就借鑒香港
的規劃經驗，對深圳的城市面貌進行大力整治。在他主
政期間，深圳對加強深港合作表現積極，推出了深港經
濟圈、深港經濟共同體、深港自由貿易區、深港一體化
、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灣
區等一系列合作概念和理論框架，與港展開不同層次的
全方位合作。

由於長期在廣東工作，張高麗與香港媒體一直保持
良好關係。在他調任天津市委書記後，他還曾於2009年
和2012年兩次會見《大公報》高層一行，感謝《大公報
》對促進津港合作所做的積極努力。

新領導班子態度親和
在貿發局任展覽事務主任的蔡先生，經常與內地參展商合作，他關注此次十

八大確定的中央對港政策方針，認為新的領導人態度親和，如學經濟出身的李克
強，學歷高，知識結構新，屬實幹派，有利推進經濟改革。他認為，在經濟建設
和國家形象方面，上一任的領導班子表現良好，如舉辦奧運、世博等，期待新一
屆領導班子提高中國製造的產品質量，發展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品牌，加大科技
方面的投入。政治體制改革，蔡先生認為，求新求變仍有難度，需要時間，但現
時已見社會呈開放趨勢，更樂於看到內地民眾越來越多地向政府爭取自身權益。

新當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習近平曾經以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身份，主管
過港澳工作，李克強則曾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力推「挺港36條」，促進內地與香港合作。
另有三位新晉常委──張德江、王岐山、張高麗，均曾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廣東省工作過，與
港澳各界有過密切接觸。外界認為，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出現多位熟悉涉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
顯示了中央政府對港一以貫之的關心、重視和厚愛，料今後中央對港的支持力度將越來越大。

【本報記者鄭曼玲北京15日電】

港人有話說港人有話說

冀內地改善商業環境
由內地來港求學，現留港與太太經營一家餐館的馬先生，從小本經營者的角

度表達了對中央的一些期許。他表示，自己的父親也是生意人，從小耳濡目染，
了解到在內地經商的種種不便，如往往需要打通關係後，才可領到營業執照等。
他直言在香港做生意，方便程度、規範水平，都較內地優勝，希望新一屆中央領
導層，一方面採取措施改善內地商業環境，一方面也維護香港目前的自由市場。

領導人年輕化更開明
浸會大學傳理系的鍾同學表示，最近一年了解了不少關於中央領導架構的情

況，她認為，十八大確認的中央領導人年輕化，顯示出中共願意將權力交至年紀
較輕的領導人手中，對中國是一件好事。她表示，雖然年輕化對推動改革不一定
有利，但他們或會以新角度看待問題，態度也會相對開放，對政治和經濟的改革
應有好處。

盼續關心港經濟發展
從事教育市場推廣的郭先生，關注十八大進程，他認為，胡錦濤今次 「裸退

」在中央歷史中，十分少見，顯示出權力交接和選舉制度愈見透明，是進步的表
現。他表示，領導班子有年輕化的傾向，但是否會影響香港的發展，目前還不能
預測。他說，上一任中央政府在反腐敗、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持續改革方面
都有所作為，並且非常關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希望今屆政府可以再接再厲。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中國共產黨十八大昨日選出了新一屆的最高領導層，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都對新領導層充滿期待，希望他們將國家發展推上新的台階，同時亦希望中央更關心和支
持香港。

港政協人代充滿新期待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指出，十八大中有
五名新政治局常委，當
中至少三人過往與香港
有頻密的接觸，包括張
德江、張高麗、王岐山
在不同時期對香港都有
認識，范太希望中央未
來五年多點關心香港。

新任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 1985 年曾到過福
建，出任廈門市副市長
，本身是福建人的全國
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副主任施子清從那時開
始已認識習近平。他形
容習沒有官架子，平時
都是在幹部食堂吃飯。

范太：未來五年多關心香港施子清：習近平沒有官架子

黃國健：關注主管港澳人選 譚耀宗：續貫徹 「港人治港」
全國政協委員、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習熟識港澳事務，現在
他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
，希望中央能更加支持
香港。他續說，從十八
大開幕到閉幕式的文件
中，都表示落實 「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
國健表示，很關注未來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的負責人是誰，他認為
，港澳事務牽涉與內地
多個省市的協調，港澳
工作小組負責人需要有
足夠的威信。

馬逢國：冀帶領開創新局面 田北辰：新人事有利港發展
身兼立法會議員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
辰表示，若主管港澳事
務領導人不在七個常委
中，有人會將其視為港
澳事務的重要性下降，
但另一個角度看，主管
港澳事務的領導人可更
專注地處理港澳事務。

身兼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
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馬逢國則表示，希望新
的領導層能夠帶領整個
國家發展，開創更好的
局面。他指出，新領導
層將處理很多重大的方
針政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商界立法會議員廖長
江表示，未來整個中國
都面臨很大挑戰，期望
新的領導人帶領國家面
對困難和挑戰，希望中
央能夠更力打擊貪腐
，使整個社會更廉潔清
明。

劉佩瓊：應放寬對民企控制 廖長江：希望力打擊貪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劉佩瓊表示，習近平及
李克強是經歷過文化大
革命及改革開放的一代
，期望新的領導人可以
放寬對民間企業的控制
，例如在銀行業，使民
企經營可以更具彈性。

▲習近平08年7月訪港時，視察奧馬比賽場地，主動與港運動員握手，盡顯親民作風

▲李克強去年中帶來 「挺港36條」 措施。圖為他參觀香港交易所

推支援民企適切政策
中大兼職教授林和立認為，新一屆中央領導人的視野和知識架構很符合國家

現時的經濟發展需求。他分析，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往在浙江任省委書
記期間，相當支持民營企業，預計他上任後會繼續推出支援民企的適切政策。他
並提到新任常委之一的張高麗，指對方曾做過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委書記、山
東省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對外貿十分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