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粵港合作、共創商機」 為主題的2012年 「第十一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
流會」 七日在廣州舉行，來自粵港工商界逾千人出席了這個延續十年，一年一度的香港
珠三角工商界的年度盛會，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工業協會更與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
局在交流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七日電】

粵港工商精英聚穗交流
千人與會 梁振英萬慶良招玉芳主禮

特權法查梁振英僭建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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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對於前終審法院法
官包致金日前就香港法治所作的言論，前律政司司長
黃仁龍表示，看不到香港會有法治大風暴來臨，並指
基本法規定香港 50 年不變，最重要的是按《基本法
》原則為依歸。

黃仁龍昨天獲樹仁大學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後
，稱回歸 15 年來《基本法》雖面對不少考驗，但落
實得不錯，往後要繼續按《基本法》原則為依歸應付
未來挑戰。他稱，未詳細看過《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梁愛詩近日的言論，重申任何時候都要緊守謹慎
（vigilant）的原則處理法律問題，不可輕率。

出席同一場合的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亦不認同香
港將有法治風暴，並稱香港要基於以往的成果向前行
，於未來數年按時間表辦事，落實普選。

問到對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有何看法，林瑞麟
表示，世界各地政府施政都是艱難的，每一屆政府都
要面對不同挑戰，最重要是要持之以恆，用真心誠意
為市民服務。

黃仁龍林瑞麟
對法治有信心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
：主管經濟、能源和農業事務的
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霍馬茨（圖
）昨日在本港發表以 「美國與亞
太地區的經濟交往」為題的演
講。他表示， 「美國政府繼續支
持香港的 『一國兩制』，它對香

港的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說
，美國將在多個領域加強與中國的經

濟關係，亦冀找出更多與亞太國家展開貿
易的方式。

霍馬茨昨日出席由美國商會和彭博社組織的演講時表示
，美國在歷史上與香港有着非常密切的商業和業務聯繫，在
未來，與香港的貿易和投資的聯繫會不斷增強。他指出，
「在APEC（亞太經貿合作組織）內，我們一直和香港特區

之間保有良好和密切的合作關係」，他特別表示，非常高興
於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舉行的領導人會議上，為來自香港
中文大學的化學病理學系教授趙君慧頒發APEC的ASPIRE
獎（科學、研究、教育創新獎）。此外，他認為，香港通過
大規模的扣押非法象牙製品等措施，在打擊販賣野生動物方
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並對此表示讚賞。

霍馬茨表示，美國將採取不同方法加強中美經濟關係，
包括使中國完全融入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貿易體系、擴
大美國出口商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及推動中國在美國持續
投資，為美國投資者在中國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他說，
「習近平主席是一個支持公平營商環境的人，美國有很好的

營商環境，雙方可就此展開合作。」
霍馬茨表示，儘管中美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挑戰，如保

護知識產權等，但從中國 「十二五」規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中，看到了有利於雙方在多個領域實現雙贏的政策。他還表
示，美國未來希望與亞太地區就基礎設施、道路、鐵路、電
信、信息技術、電力和水資源等方面加強聯繫。

此次是霍馬茨以美國副國務卿身份第十次訪問中國，他
在過去九個月，曾六次訪問亞太地區，其中包括一次對中國
的訪問。

美副國務卿談貿易
希望加強港美合作

【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10
月底推出的兩項樓市管理需求措施初見成效，令樓市
相對穩定下來。兩項措施的長遠成效仍有待觀察，政
府計劃於下月將兩項印花稅措施的法例修訂提交立法
會審議。

政府 10 月推出 「兩辣招」穩定樓價後，近日有
分析指，樓價於未來 3 個月可能進一步下跌 5%至
10%。

正在北京訪問的張炳良昨日會見傳媒時稱，政府
密切關注樓市走勢。無論是樓市成交量或租金等各方
面，當局確保樓市穩定和健康的發展。

他稱當局同意樓價與市民的負擔能力水平仍然是
比較偏高，不過亦尊重樓價是按照市場供求情況而調
節。他強調，要根本解決住屋問題，一方面是穩定樓

市，另一方面要增加供應，而供應要有長期、持續性
，政府這個立場一直沒有改變。

另外，張炳良昨午與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會面，
談到香港樓市發展的問題，重申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
樓市情況，確保樓市穩定健康發展，又分享了自己上
任後的工作，提及香港樓市發展及民生問題，及本港
的航運發展及物流樞紐，均按照國家 「十二五」規劃
，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張曉明都有積極的回應。

張炳良亦與交通運輸部、鐵道部等多個相關部門
會面，討論廣深港高鐵的進展，以及加強物流合作。
他稱與鐵道部就廣深港高鐵通車後的營運、清關等各
方面安排交換看法，雙方都表示要抓緊工程施工，希
望如期在2015年通車。

樓市兩辣招修訂下月交立會

【本報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圖
）昨日出席 「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
嘉許計劃」頒獎禮後會見記者時表示，
不覺得中央有任何意圖干預香港以至是
「港人治港」在《基本法》下的保障。

對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提到香港有
憲制責任就 23 條立法，袁國強表示，
根據《基本法》香港確實有憲制責任進
行立法，但今屆政府認為先要處理民生
的問題。他說，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意見，政府會尊
重梁愛詩的意見，因為她都是談及《基本法》下的
事宜。

就梁愛詩前日在北京提到中央向香港行使的權

力，並不局限於外交及國防，袁國強表
示，並不覺得中央有任何意圖干預香港
以至是 「港人治港」在《基本法》下的
保障。當被問及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如何
處理時，他相信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均
一定依《基本法》辦事。

另外， 「公益法律服務及社區工作
嘉許計劃」昨日共頒布77個個人獎項，
獎勵在過去一年付出超過6000 小時的公

益法律服務及超過1000小時社區服務的市民和團體
。並特別開通了一條法律專線：82008002，為在家
事法、人身傷亡、中小企業法律問題以及一般法律
範疇為市民提供一小時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昨日討論以內會名義，提出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行政
長官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包括公務員在執法時是否
有偏頗，而議案最終被否決。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在沒有事實根據下質疑公務
員的專業，並給予莫須有的罪名，做法不公，亦是對
公務員的侮辱和不信任。

內委會昨討論的議題中，不少都圍繞梁振英大宅
僭建事件。有議員希望延長下周一舉行的行政長官答
問大會，並把議題集中在其僭建事件，又希望在答問
大會舉行前，行政長官能先向立法會提交一些書面文
件，幫助議員了解事件。

內委會主席梁君彥表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會跟
進延長會議的可行性。

反對派工黨的李卓人就表示，要以內委會名義在
立法會大會上，提出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梁振英大宅
僭建事件，認為要調查事件中執法部門的處理手法是

否有問題，增加事件的透明度。
多個議員表示反對，曾加入公務員團隊的建築、

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在沒有事
實根據下，質疑公務員的專業並作嚴重指控，是給予
莫須有的罪名，做法非常不公， 「要還我清白？你是
覺得有問題才要還清白。」他又指，再傳召公務員只
會增加他們的壓力，因此他反對利用權力及特權法調
查事件，並繼續支持公務員團隊秉公辦理，不偏不倚
工作。

議員相信公務員遵守操守
工程界的盧偉國指出，不同的公務員在執行權力

時，都會有不同的指示，而他相信公務員會遵守本身
的專業操守和誠信， 「把空穴來風的說成是（公務員
）包庇，是對公務員的侮辱和不信任。」議案最終被
否決，但李卓人表明，他會在本月 19 日的立法會大
會上，繼續提出有關動議。

中策組並無影響學術自由
【本報訊】中央政策組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強調，公共

政策研究計劃的運作模式更新後，中央政策組的評審工作將
採用客觀標準，有學者參與，按既有的原則評審，以及採取
利益申報制度，不存在影響學術自由的問題。

中策組表示，自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推出以來，香港的社
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已經歷重大改變。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不
斷提高，因此，檢視計劃的運作後，決定更新計劃的運作模
式，使之與時並進。

計劃目的不變，即資源仍然用於公共政策研究。中策組
負責計劃的運作，包括制定研究方向、範圍及題目，邀請研
究機構遞交申請、審批和跟進研究進度。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會繼續接受教資會資助院校、其他大
專院校和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智庫的申請。當局會考慮政府
和社會所關注的公共政策問題，從而制定研究題目，並按研
究需要邀請申請，以更具彈性、適時開展和完成研究。中策
組將制定新運作模式的細節，並計劃於明年推行。

2012 年 「第十一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
會」由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珠三角工
業協會共同主辦，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中心、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
合作局名譽主辦。是次交流會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大
力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專程北上廣州出席香港工商
界於珠三角的年度盛會。此外，廣東省委常委兼廣州
市委書記萬慶良、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廣東省政協
副主席湯炳權、廣州市市長陳建華、特區政府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鍾志平、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仁、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
兼珠三角工業協會主席劉展灝，以及粵港 50 個工商
界社團負責人出席了此次交流會。

交流會成重要平台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表示，作為香港工商界在珠

三角的年度盛會，10 年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
交流會已成為粵港合作的重要平台，過去 10 年，粵
港合作也邁上新的台階，香港工商界在兩地合作中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源於已屆 10 年歷
史的香港珠三角工商界聯合晚會，自 2002 年起，在
珠三角各城市輪流舉辦，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鍾志平表
示，舉辦合作交流會，就是要促進香港與珠三角城市
之間的經貿合作，加強珠三角區域內港商的凝聚力，
提升港商的競爭力，謀求新的發展。他特別強調，10
年來，合作交流會已成為珠三角工商界聯繫彼此友誼
、交流營運心得的年度盛會，亦充分反映出投資在珠
三角的港商的發展態勢。

據悉，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一直得到粵
港兩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每年參與活動的工商團體都
十分踴躍，今年更是得到了香港四大商會（香港工業

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
總商會）以及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廣東省粵港澳合
作促進會、廣東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等粵港工商機構的
共同參與。

簽備忘錄推進合作
在本次合作交流會上，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工業

協會還與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簽訂合作備忘錄
，以推進珠三角工業協會與廣州市外貿局的合作，為
港商北上發展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同日下午，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還與香港工業總會
及珠三角工業協會聯合主辦了 「粵港企業升級新策略
」研討會，邀請了粵港兩地專家、學者、企業家介紹
了粵港企業升級的新策略，分享企業轉型、開拓內銷
市場的成功經驗，包括用網絡銷售平台、建立品牌等
新營商經驗。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仁表示，香港特區政
府 6 月推出總額 10 億港元的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
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截至 11 月，共收到
香港中小企業的492份申請，大部分項目與品牌創建
和發展內銷業務有關，他呼籲港企應重視利用網絡拓
展內銷，搭上內地網銷的列車，更好開拓內銷市場。

袁國強：中央無干預香港

▲一眾主禮嘉賓為第十一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主持亮燈儀式

▲林瑞麟（左）及黃仁龍不認同香港有法治風暴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謝偉銓表示，在沒有事實根據下，質疑公務員
的專業並作嚴重指控，做法非常不公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七日電】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廣州出席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
交流會時表示，特區政府支持香港人在外地
工作、在外地求學，並關心他們外地經營的
環境，特區政府將為香港在外地工作、求學
和經營的人提供更加好的機會。

梁振英在致辭時說， 「不斷改善和提高
香港人民的生活質素，是特區政府一個主要
的任務。」對於香港的經濟關係的兩個方面
：一個是國際經濟關係、一個是中國內地的
經濟關係，梁振英認為兩者雖然都同樣重要
，但由於中國內地無疑是世界經濟最大的一
個亮點，而且國家一直給香港大力的支持。
特別是內地的經濟發展，為香港的工商界提
供了不少優質的機會，因此更加值得特區政
府的高度重視。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在外打拚的
香港人的努力和工作，因此梁振英特別將過
去倡議的 「家在香港」改作是 「家是香港」
，梁振英分析說， 「家是香港」，原是指七
百萬人是一家，是空間概念，但現在所講的
「家是香港」，更是感情關係，因為現在有

很多港人在外求學、經營，也包括很多港商
北上發展。

為此，梁振英表態，香港特區政府非常
支持香港人在外地工作、在外地求學，並關
心他們在外地經營的環境，特區政府可以為
香港在外地工作、求學和經營的人提供更加
好的機會。他認為，今次與特區政府的幾位

同事從香港來到廣州，與大家一起參加第十一屆香港珠
江三角洲工商界交流合作會，就是要用行動來向大家表
示一個態度、特區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官員，包括自己本
人對香港工商界在香港以外，包括珠江三角洲，大家創
業、事業發展、求學及生活的狀況非常關心。

梁振英透露，未來還會請香港工商界、珠江三角洲
工商界多些反饋在外營商的意見，讓特區政府了解可以
為港商做些什麼，使港商在珠江三角洲、在內地的其他
地方、以至在國外有更加好的發展機會，使得特區政府
和所有工商界的企業家一起為香港打造更加壯旺的體外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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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交流會上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