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友好協進會新春團拜並發表演講。他
表示，香港與內地各省市的和諧合作關係，對香港長遠發展至為重
要，香港的高度自治，不等於也不需要 「劃地為牢，坐困維港」 ；
兩地和衷共濟，加強溝通，對雙方的發展都有好處，也需要雙方的
共同努力。梁振英又說，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要積極進取，辦好 「
內交」 ，但同時必須顧及香港市民的看法，避免影響香港市民的正
常生活，方可達致雙贏。

本報記者 石璐杉

吳邦國遊覽澳門名勝

中總春節酒會600嘉賓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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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馮慧婷、文軒報道：香港中華總
商會昨舉辦春節酒會，近600名嘉賓出席共慶新春。
中總會長楊釗表示，預期內地經濟在未來一年增長步
伐加快，香港經濟亦可望受惠，中總將積極推動香港
與內地，特別是前海、橫琴和南沙等區域經濟合作。

楊釗在酒會上致辭表示，中共 「十八大」確立了
適應新形勢、新挑戰的發展戰略，並強調香港要善用
祖國內地作為堅強後盾，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充分
反映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視，對香港工商界拓展
內地業務、促進香港與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帶來鼓舞
作用。

展望新一年，楊釗預計，內地經濟增長步伐會加
快，香港經濟可望受惠，在平穩中較快增長。他強調
，香港中華總商會將繼續發揚愛國愛港優良傳統，支
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同時積極
強化商會網絡，推動香港配合國家 「十二五」規劃的
發展大方向，促進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前海、橫琴和
南沙等區域經濟合作。

楊釗又以今年的生肖 「蛇」作比喻，期望工商各
界發揮靈活應變的精神，繼續努力推動本港經濟蓬勃
發展，並代表中總仝人祝願各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世界和平、祖國富強昌盛、香港穩定繁榮。

特首林鄭殷曉靜姜瑜等主禮
中總春節酒會冠蓋雲集。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姜瑜、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
員董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和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等擔任主禮嘉賓，近600名政商界人士、外國
駐港領事、工商團體負責人聚首一堂，討論未來一年

的經濟發展動向。
出席嘉賓還包括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台灣事

務部部長唐怡源、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等。特區政
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多位副局長、署長
、常任秘書長和官員亦應邀出席。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中聯辦會見了前來拜年的
香港自由黨高層，包括主席周梁淑怡，榮譽主席田北俊、劉
健儀，副主席方剛、鍾國斌及該黨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部
分常委等共20餘人。雙方互致新春祝福，並就一些問題交換
了意見。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等陪同會見。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結束
一連3天考察澳門行程，中午乘坐專機離開澳門。
吳邦國結束訪澳行程前，早上先後到大三巴遊覽及
參觀澳門博物館，並拍照留念。澳門一眾官員隨後
到機場送機，吳邦國獲澳門政府贈送相冊留念，內
容是吳邦國來澳考察的照片集。

吳邦國昨日早上展開最後一日訪澳行程，在澳
門行政長官崔世安陪同下，遊覽澳門名勝古蹟。他
們一行人約於上午9時10分抵達大三巴牌坊，吳邦
國聽取澳門文化局副局長姚京明介紹大三巴歷史。
參觀後，一行人在牌坊前拍攝大合照留念，首次訪
澳的吳委員長還來了張獨照，盡顯其親切及真情。

不回應會否調控博彩業
在參觀大三巴後，一行人轉到附近的澳門博物

館參觀，了解澳門歷史，期間吳邦國曾試用博物館
展品。之後，他們再登上大炮台，鳥瞰澳門的景色
。吳邦國沿途向居民及旅客揮手致意，又面帶微笑
，展示親民的一面。在他遊覽期間，附近保安明顯

加強，大批警員在場駐守，亦有警員在附近大廈天
台戒備。有記者向吳邦國提出中央會否調控澳門博
彩業等問題，但吳邦國沒有回應。

參觀後，吳邦國在中午到達機場，全國政協副
主席何厚鏵及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等亦有到停機
坪送機，但沒有發表講話。吳邦國上機前向到機場
送行的澳門特區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負責人逐一
握手。而崔世安代表澳門特區政府，向吳邦國致送
紀念相冊，以作留念。吳邦國在步入機艙前，再次
向在場傳媒揮手，之後乘坐專機離開澳門。

吳邦國今次到澳門，主要是參與澳門基本法頒
布20周年的紀念活動。他於本月20日中午抵達澳門
，期間曾到訪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出席澳門基本法
頒布20周年紀念活動、接觸各界人士、考察澳門世
遺景點等。他於20日晚在出席澳門特區政府舉行的
歡迎晚宴時表示： 「我早就想來澳門走一走，看一
看，今天終於實現了這個心願。澳門繁榮興旺，市
容整潔美觀，已經給我留下了難忘的第一印象。」

至於澳門特區成立以來取得的成績，吳邦國說
，澳門回歸祖國是澳門歷史發展的里程碑，13年來
澳門特區取得的建設和發展成就，同樣是歷史性的
。他代表中央政府充分肯定澳門回歸13年來取得的
成績，並相信澳門的明天會更美好。

【本報訊】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昨
日於銅鑼灣世貿中心舉行 「癸巳年新春團拜」酒會，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及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為活動擔任主禮嘉賓，出
席酒會的200名嘉賓及會員全部佩上黃色哈達，顯得吉祥而
喜慶。會場上觥籌交錯，歡聲笑語不斷。

專資會會長謝偉銓致辭時指，專資會轉眼間成立6年多
，現已有600多名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
，其中還包括了不少學會、協會團體的現任或前會長。而去
年會員及顧問當中又產生了12位全國人大代表，23位全國政
協委員，以及6位立法會議員，可謂人才濟濟。

展望今年，謝偉銓表示，協會將積極為特區政府施政出
謀獻策，繼續舉辦多元化的交流及聯誼活動，加強會員的凝
聚力，共同努力為香港和諧發展貢獻。他亦預告協會將於2
月26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理事會成員，為協會
的發展而努力。

出席酒會的嘉賓還包括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行政會議成
員廖長城、羅范椒芬、葉劉淑儀與林健鋒，以及多位協會榮
譽顧問、不同專業機構及工商團體的代表等。

專資會癸巳年新春團拜

高度自治非坐困維港

友好協進會昨日於四季酒店舉辦新
春團拜酒會暨午餐演講會，梁振英、中
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及解放軍駐港部隊副
司令員陳維展等出席活動。

梁振英在演講中表示，香港和全國
的關係，不僅是主權上的關係，一國之
內，兩制之間的關係，是全方位的密切
關係，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民生的
方方面面。處理好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
係，處理好香港和內地省市的關係，是
香港社會持續、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

優先處理港人需要
梁振英說，回歸十六年後的今天，

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已經發展
得密不可分，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在內
地經商、工作、升學和定居。根據北京
、上海和深圳的香港商會負責人的估計
，在這三個城市長期工作的香港人達到
37萬，大約等於香港勞動人口十分之一
，說明港人在內地參與內地經濟活動的
面和深度。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
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購物、升學或使
用香港的其他服務。梁振英指出，內地
居民來港購物、產子、買樓等活動，為
香港不同地區或不同行業的居民造成不
同程度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其中一些會
特別引起香港和內地居民的關注，例如
：過年前內地居民來香港購買奶粉事件
，以及在農曆年期間發生的內地旅行團
住宿出現問題的事件。梁振英說： 「我
和特區政府十分關注這些事件，也作出
了及時和適當的處理。」

對於如何處理兩地交流中出現的問
題，梁振英表示，一方面，我們要致力
維護香港的聲譽，維持香港的吸引力和

競爭力；另一方面，在一些容易出現短
缺問題的環節上，我們會優先處理和優
先照顧好香港人的需要，房屋如是，奶
粉如是，小一學位如是。但梁振英亦指
出，在考慮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時，除了
照顧香港人的需要和觀感，亦不能忽略
內地居民對香港的看法。 「我們不能夠
假設內地同胞對中央給予香港的優惠政
策完全沒有意見。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是
互惠互補的，這個關係既要管理好，同
時也要在內地和香港做好適當的和實事
求是的說明和解釋工作，我們要做好 『
內交』。」

兩地關係有守有為
梁振英表示，發展香港和內地關係

，要有守有為。香港在國家進一步發展
的過程中，可以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從
而促進香港自身的發展，為香港各行各
業各階層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發展空
間和機會。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亦為國家
的下一階段發展做好香港應有的貢獻。
他說，除了原有的四個辦事處以外，特
區政府打算在武漢開設經貿辦事處，並
且提升各駐內地辦事處的職能。

梁振英指出，兩地和衷共濟，加強
溝通，發揮好香港的貢獻，對掌握好國
家的發展機遇期，對雙方的發展，都有
好處，也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他強調
： 「香港的高度自治不等於也不需要劃
地為牢，坐困維港。」梁振英表示，香
港社會和特區政府要積極進取，發揮 「
一國兩制」的生命力，調動積極因素，
辦好 「內交」。 「在這過程中，我們亦
必須顧及香港市民的看法，避免影響香
港市民的正常生活，方可達致雙贏。」

【本報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
日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談及中聯辦已
制定具體實施細則，落實中央改進工
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昨日出席友好協
進會新春團拜後表示，他們會按照張
曉明的要求去做，繼續廣交朋友。她
又指，此前中聯辦亦有厲行節儉的要
求，此次可以說是再次重申。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亦在同一場
合指出，國家一直提倡清廉，目前只
是將有關要求制度化，列明規矩，他
認為這是好事，可以減少浪費。全國
人大代表張明敏則表示，應杜絕刻意

浪費，但對相關規定不應該過分解讀
，很多時候仍需客隨主便。身兼天津
市政協常委的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說
，早前到天津出席政協會議時，發現
內地已經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她對中
聯辦亦嚴格執行相關規定表示認同。

此外，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昨日
出席中總新春酒會後表示，張曉明上
任後，曾到訪中總，向中總提出一些
鼓勵。楊釗透露，張曉明表示，中央
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帶領的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鼓勵商界繼續支持
政府依法施政。

殷曉靜再談厲行節約

張曉明會見自由黨高層
特首盼兩地和衷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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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召開在即，不少人大、政協都緊
張地 「做功課」，為寫建議、提案查閱資
料、研究調查，不過二十多名代表聯署聲
勢浩大的建議，今年可能會有所減少，原
因是有關方面鼓勵代表們今次開會時，多
以個人名義提建議，以提高代表深入分析
問題的能力和議政水平。

過往有不少人大代表草擬建議後，都
會在代表間傳閱，若其他代表亦認同有關
建議，便會在旁邊簽署以示支持，於是便
出現很多聯署的建議，可能在某些特別專
業、特別技術性的問題上，才會較多以個
人名義提出建議。而聯署建議往往給人的
印象就是，越多人聯署，有關建議的 「重
要性」、 「聲勢」、 「影響力」似乎就特
別大。

提高深入分析問題能力
不過，據悉早前新一屆人大代表到深

圳紫荊山莊參加學習班時，人大辦公廳的
有關人員就介紹說，隨民主社會的發展
，期望代表們可提升深入研究問題的能力
和議政水準，所以就兩會期間的建議提出
一些具體要求，包括不鼓勵代表們以聯名
的方式提出建議。

有關人員解釋，中央有關部門對人大
代表的建議是十分重視的，不論是一個代
表的建議，還是十多二十個代表聯署的建
議，都是同等重要的，除非有關建議獲得
三十名代表聯署，成為一個正式的提案，
處理方式就與建議有所不同，故代表們可
放心以個人名義提建議。

據了解，有關要求還包括在提交建議
時，不能以手寫形式提交，而要打印及文
檔形式具備，同時，在建議的封面要填寫
一個小背景，指出有關問題是自己研究過

的項目，或是聽取業界、受訪者的意見所得，還是純屬
個人意見。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經過深入研究，針
對所發現的問題提出建議，絕對不能空口說白話。在小
組討論方面，則要求代表們把握好發言的時間，每次發
言不要超過8分鐘，以讓更多代表能表達意見。

有立法會議員聽後笑說，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經常自詡為 「民主派」，但在立法會開會
時只懂批評、不懂建議，還經常搞 「拉布
」阻礙政府施政、拖慢議程，現在看起來
，內地的議政水平要比香港高很多！八卦鏡八卦鏡

政壇

▲吳邦國（左六）昨日早上在崔世安（左七）等陪同下，遊覽澳門名勝古蹟，一行人在大
三巴牌坊前留影 中新社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舉辦春節酒會，近600名嘉賓出席共慶新春

▲梁振英昨日出席友好協進會新春團拜並發表演講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張曉明（右）會見了周梁淑怡（左）等20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