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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溝通 重視坦誠

專訪在港澳碼頭旁的招商局大廈紫荊廳進行，李引
泉身後有一個精美的輪船模型，這正是招商局在 1872
年成立時購買的第一艘局輪「伊敦號」。1873 年， 「伊
敦」號由上海首航香港，開闢了中國第一條近海商業航
線，也開闢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之路。如今，李引
泉以「伊敦」號為背景，就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侃侃而談。

人代應具備國際視野
李引泉表示，中國正在融入世界，香港是高度國際

化的城市和高度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他認為，作為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應當以國際視野剖析中國的發展潮流
和戰略方向，同時以香港經驗和智慧來為國家發展和進
步提建議。他指出，招商局在港亦已有139年的歷史，
從 1873 年至今，目前集團的港口總部在香港上市，航
運總部亦在香港。而近年中資企業在香港資本市場佔的
份額、交易量和產業的額度亦越來越大，在香港有比較
大的影響，本身是選委會中企協界別委員的李引泉也希
望能夠代表中資企業，為香港社會和市民工作。

研推動人幣自由兌換
李引泉透露，如果成功當選人大代表，首個議案將

與國家開放金融市場有關。他建議，利用香港市場為試
點，令內地金融市場可以安全、平穩地逐步開放，推動
人民幣自由兌換。他指出，人民幣在走向國際化時涉及
風險，因此應該繼續發揮香港作為橋樑、窗口及渠道的
作用，降低人民幣開放兌換時對國家造成的衝擊及風險
。李引泉指出，可限制內地居屋及企業，只能在戶口所
在地或企業登記所在地的一家銀行，開設一個資本可兌
換的帳戶，這個帳戶只能與香港的戶口匯出匯入，和其
他地方則不可以，每天限交易一次。李引泉續稱，如果
從國家管理上看，有關做法是安全的，就可逐步擴展，
讓人民幣邁向自由兌換。他又指，有關建議只是初步構
思，倘若當選，會組織團隊再深入討論。

對於香港在國家發展中 「被邊緣化」的憂慮，李引
泉說，他見證香港回歸 15 年的發展，雖然經歷了經濟
和金融市場的危機和波動，總體上香港回歸以後，經濟
發展得很好。他認為，主要是由於 「一國兩制」的大框
架，使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優勢，同時香港亦很好地借
助了內地經濟成長帶來的機遇。他指出， 「一國兩制」
下，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亦保持了資本主義制度，這
確保香港具有獨立的法律體系、關稅區、貨幣金融體系
以及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而在這些方面內地城市短期
內都趕不上。李引泉認為，過去三十多年，香港在內地
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未來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的戰略機遇地位長期不會變，中央亦給予香港很
多好的政策和機遇。他強調，香港必須清楚和維護自身
優勢，也必須與內地做好溝通和協調。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招商局大
廈紫荊廳的窗外正是繁忙的維多利亞港。在民族復興的
過程中，新的巨輪正要遠航，對香港和國家的未來發展
，李引泉充滿了信心。

李引泉簡歷

今年正值招商局成立140周年，從 「實
業救國」 到 「工業強國」 ，這一中國民族工
業的先驅一直以民族振興為己任。招商局集
團副總裁李引泉亦懷着這樣的使命感，首次
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他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希望本着國際視野和香港經驗，為國
家發展和進步建言獻策，他認為香港須維護
自身優勢，在國家金融改革過程中發揮橋樑
作用。擁有豐富的金融財經經驗的李引泉亦
建議未來可以香港為對口試點，有限度地逐
步開放內地居民和企業的人民幣自由兌換。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朱晉科
1997 年香港回歸，李引泉正是在

這一年來港工作，15 年來，他見證了
香港回歸以來的發展歷程。展望未來，
李引泉認為，香港要考慮產業多元化，
但首先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理性分
析自身條件，在維護原有的金融、航運
、貿易和旅遊產業優勢的同時，發展有
高科技含量、對環境影響小的產業。

在李引泉看來，經濟全球化是大潮
流，不同國家、地區、城市在產業上會
形成明顯的分工，加上香港是高度開放
的經濟體，因此香港發展產業多元化問
題，要放在更廣的地區及國際範圍去考
慮。 「香港不能別人說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可以聽，但同時要有清晰的判斷。」

李引泉續稱，對於舊有的一般加工
業，香港只能穩定它，但長期維持是不
現實的，而原有的金融、航運、貿易和
旅遊中心的地位，香港需要維護。李引
泉又說，在新的發展點方面，香港要根
據自身條件，進行理性分析。他以美國
為例指出，美國近年由於工業向發展中
國家轉移，國內出現高失業及高貿易赤
字，因此提出工業回流，但不再是發展
原有的低層次的加工業，而是集中發展
高科技產業。李引泉認為，香港亦應按
照這種思路，發展有高科技含量，同時
對環境影響小的企業。

李引泉曾有留學意大利的經驗，亦
曾在紐約工作過，被問及在香港工作和
生活的感受時，他說，香港的房屋政策
、社會保障、交通運輸和城市管理等等
方面都比許多地方做得好。 「香港是華
人社會，飲食、生活習慣都是中國人文
化，同時又高度國際化，在香港工作和
生活都覺得很好。」李引泉又稱，香港
人很友善、講義氣、講誠信， 「我很喜
歡香港，將來退休了，也會繼續在香港
定居養老。」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爭取連任港區
人大代表的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瑞安表示，希望
續藉人大平台，在旅遊、環保、法制、教育、反
腐倡廉等議題上，為國家的發展建言獻策，包括
建議內地和香港出入境部門，在即將通車的廣深
港高鐵上，辦理入境香港手續，為旅客提供便

利。
盧瑞安表示，過去五年，在人大工作上投入

了很多時間，特別就旅遊方面，向旅遊局及相關
部門提出很多意見，當中不少獲得認同和接納，
例如加快內地與香港旅客過關，提升內地旅遊服
務質素等。廣深港高鐵預計在2015年通車，盧瑞
安說，將繼續建議內地和香港出入境管理部門，
研究在高鐵列車上辦理入境香港手續，以方便旅
客的通行。

盧瑞安指出，現時內地很多省市都在大興土
木，發展旅遊業，但缺乏全面的規劃和布置，出
現旅遊資源亂開發、旅遊企業經營不規範等現象
，如果他能再次當選人大代表，將致力就此提供
專業意見，並促進內地旅遊就業，及生態旅遊的
發展。

盧瑞安續指，CEPA 實行以來，旅遊領域不
斷開放，但 「大門已開，小門未開」，而港資旅
行社雖可試點經營內地居民出境遊，但試點的成
績亟待總結，他將繼續推動有關工作。此外，盧
瑞安亦十分關心內地的教育、防貪、環保等問題
，並會努力維護內地的司法公正。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今屆港區人大
代表選舉有多位現任代表角逐連任，金融界立法
會議員吳亮星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再參選是因
為覺得作為人大代表有助推進香港與內地共同發
展，整個融合過程對雙方均有利。 「現時全世界
金融市場較為動盪，如果本港有經驗可以提供，
我十分樂意在人代角色中，為國家的金融發展及
其安全作出貢獻」。

在吳亮星眼中，人大代表角色不單是幫助內
地與香港溝通，還可以藉自己一些專業經驗幫助
國家， 「內地進步，對香港也有實質幫助」。例
如在完善法制方面，他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完善
的地方，希望國家在法治推進的時期，香港可以
建言獻策，共同進步。 「我們可作拋磚引玉的角
色，把收集到及看到的情況提出建議」。

除了法制方面，吳亮星亦特別着重國家金融
方面的發展。 「我認為金融風暴尚未過去，全球
受到衝擊，相信香港一樣遇到這個問題。香港是
一個有國際性視野的地方，我們的經驗可與國家
互相交流、溝通。」他認為大家集思廣益，才能
一起前進。

吳亮星又認為儘管在全球保護主義下，但中
國經濟前景仍然相當好， 「可說是前途光明，畢
竟改革開放只是三十多年，全球現時都注視這個
大市場。」港區人代又可以為國家做什麼呢？吳
亮星說： 「作為人代可與各有關部委、各方代表
一起交流，雖然港區只有36位人代，不過相信結
合大家智慧，香港仍是可為國家作出貢獻。」

吳亮星：
港法制經驗有參考價值

盧瑞安：
冀完善內地旅遊業規範

李引泉於1955年4月11日出生，乃中國人民銀
行研究生部經濟學碩士、意大利菲納菲喀學院金融
學碩士。曾任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副總經理，現
任招商局集團副總裁、招商局金融集團董事長。他
曾榮獲 2005 中國 CFO（財務總監）年度人物、
2006年度中國傑出CIO（首席信息官）。

▲本身為金融界立法會議員的吳亮星，對國家
的金融發展特別關心

▲盧瑞安過去五年為人大工作勞心勞力，今次
毅然決定競逐連任

總結 30 多年的管理經驗，先後任職
中國農業銀行及招商局的李引泉表示，溝
通、協調、均衡和坦誠十分重要，他相信
企業如此，社會發展亦如此。他希望，將
豐富的管理經驗和理念應用到全國人大代
表的工作中，並承諾當選後會繼續聆聽香
港各界意見，為他們向國家爭取好的政策
和發展機會。

李引泉認為，自己交流和溝通能力相

對較強，以往推行有利於整個企業發展的
事情時，往往要平衡各部門和各子企業的
不同利益。例如當年招商銀行進行股權分
置改革，須將非流通股改為流通股，作為
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他，必須協調好逾百
個非流通股股東和成千上萬流通股股東的
利益，涉及範圍包括 16 個省市的股東和
政府部門。當時他組織了100個同事，通
過半年時間將改革落實，成為中國股權分
置改革的典型案例。

李引泉強調，溝通時要 「說明白的話
、簡單的話、具體的話，只要坦誠，所有
的事都好商量」。談及香港與內地融合中
出現的矛盾，李引泉表示，不同人有不同
觀點很正常，民主社會就是讓所有人表達
意見，但社會不能無休止地討論，各方面
最終都要妥協。他認為，這是制度文明成
熟的標誌，既民主又不影響效率，香港和
內地社會在這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透過此次參選，李引泉表示，聽到了
不同團體的訴求，他承諾，如果能夠當選
，一定繼續加強和香港市民、社區、團體
的溝通和聯繫，把他們的意見反映到中央
及有關部門去，代表香港社會各界，向國
家爭取好的政策和發展機會。

李引泉此次參選共取得684個提名，
在 52 名候選人中僅次於前保安局局長李
少光，位列第二高，對此他坦言很受鼓舞
，但強調參選全國人大代表是他 「做過最
大的事」，絲毫不敢怠慢，仍會繼續努力
拉票。

▲李引泉（中）早已成為招商局的靈魂人物之一

▲李引泉獲中國傑出CIO（首席信息官）
殊榮

▼在民族復興
的過程中，新
的巨輪正要遠
航，對此，李
引泉顯得充滿
了信心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 「伊敦號」
乃招商局在
1872年成立
時購買的第
一艘局輪，
招商局大廈
紫荊廳內亦
擺設了伊敦
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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