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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才華，北京市人民政府
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惠，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
，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姜在忠分別在儀式上致詞。國
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周駿，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
，大公報董事、大公網總裁林學飛等出席儀式。大公
報社長助理兼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宣讀了《美麗北京

》專版發刊詞。上述主禮嘉賓共同為大公報北京分社
揭牌，並開啟《美麗北京》專版。

才華：祝大公報再上新台階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才華在致詞中首先對大

公報北京分社成立及《美麗北京》開版表示衷心祝賀
。才華說，大公報自1902年創刊以來，始終與民族同

呼吸，與國家共命運，大公報成立以來，採寫了大量
深入扎實，富有特色的優秀的新聞報道。現在大公報
將北京辦事處升格為北京分社，這是一件喜事，相信
此舉將加強大公報在北京的工作力量和力度，必將為
大公報爭創新的優勢再上新的台階。

才華說，北京市新聞辦和大公報共同創辦《美麗
北京》專版，不僅可以滿足港澳台和海外受眾對北京
的信息的需求，也可以更好地展示 「美麗北京」的發
展成就，講述 「美麗北京」的精彩故事，推廣 「美麗
北京」的城市形象。相信讀者可以充分領略北京的政
治熱力、經濟活力和文化魅力，全面立體地感受北京
的風采。

才華表示，國務院新聞辦對有利於宣傳中國改革
開放成就，在國際上賦予中國良好形象的事情都會給
予堅定的支持。希望大公報繼續發揮自身的優勢，及
時準確地給香港和海外讀者介紹中央的治國理政的政
策，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促進香港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做出更大
的貢獻。希望大公報為推進香港和內地的新聞交流合

作做出更大的貢獻。

王惠：大公報是北京重要窗口
作為《美麗北京》專版的合作方，北京市新聞辦

公室主任王惠首先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副市長魯煒，對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及《美麗北京》
專版開版表達熱烈祝賀、

王惠在致詞中說，大公報北京分社的成立和《美
麗北京》專版開版，也是北京市的喜事。多年來，大
公報與北京市的合作是非常扎實有效的，大公報是北
京非常重要的窗口，只要大公報辦得好，北京就傳播
得好。非常認同大公報北京分社提出的 「懷一顆北
京的心，用一雙香港的眼」的理念。北京是中國的心
臟，北京每一個步伐，每一次心跳都代表中國的形
象。希望通過大公報這樣一個對外的窗口，把北京更
好地傳播出去，讓世界通過北京了解中國，這就是今後
北京市新聞辦和大公報北京分社一起要奮鬥的目標。

郝耀偉：大公報高舉愛國愛港旗幟
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致詞稱，大公報成

立110周年以來，特別是在香港回歸祖國近16年來，大
公報為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始終高舉愛國愛港的
旗幟，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香港社會，在
祖國各地，在傳媒業界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受到廣
泛的好評。北京分社的成立，是大公報新的里程碑、
新的起點，必將大有作為，大有發展。

姜在忠：全方位展示北京風貌
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香港新聞聯主席姜在忠說

，1985年大公報在北京成立了辦事處。第一任負責人
就是大公報著名戰地記者、後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
的呂德潤先生。多年來，大公報對北京的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發展變化做了大篇幅的報
道和全方位的介紹。如實展示了北京發展的全貌，並
澄清了外媒的一些不實報道或誤解，向外界介紹了一

個真實的北京。
姜在忠表示，當前，北京正在貫徹落實中共十八

大精神，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各項發展建設
步入快車道， 「美麗北京」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
。大公報北京分社將一如既往地堅守在新聞報道第一
線，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用香港角度來審視、觀察、
捕捉北京的新變化，持續、深入、及時地向海外介紹
北京的新發展，為北京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一
個有利的輿論環境。

大公報社長助理兼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宣讀了《
美麗北京》發刊詞，表達： 「我們將用百年老報的厚
重和積澱，來托起千年古都的大氣和朝氣；用國際大
報的風範和影響，來傳遞世界城市的美好和美麗。」

來自外交部、國防部、商務部等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北京市各部委、16區縣、各企業負責人，海外工
商界人士，外國駐華外交官，大公報老報人，以及首
都各界代表共二百餘人出席了儀式。

【本報實習記者阮洋北京二十六日電】立足香港，致力於向海外
傳遞中國聲音的大公報歷來受到華商華僑的關注和支持。今日，來自
世界華商聯合會、施氏國際投資集團等多個工商界傑出人士出席了香
港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暨《美麗北京》專版開版儀式，表達了和大公
報加強合作，促進華商華僑交流的意願。

施氏國際控股集團董事長施乃康出席了今日活動。除了眾所周知
的傑出僑商身份，施乃康還擁有相當豐富辦報經驗。20世紀80年代末
移居香港和菲律賓的他，在家族支持下，創辦了《中華工商報》、《

中華民族報》等內容面廣文精的報紙。在施乃康看來，大公報是一份
成功的報紙， 「對中國的方方面面都有細緻的報道，從中可以看到中
國的希望，傳達出許多精神，其他報紙無法取代。」他希望未來大公
報能從多渠道發聲，增強其在海外的影響力。

「大公報歷史悠久，在香港擁有深厚影響力，我們計劃與大公報
合作建立華商專版，促進各地商務和經濟交流。」活動嘉賓之一的世
界華商聯合會（ 「華聯會」）主席余勇表示，與大公報傳達中國聲音
的立足點類似，華聯會也以 「創建大中華和諧經濟平台」和 「加強華
商國際合作與交流」為宗旨，二者一直是緊密的合作夥伴。

華商共謀 「中國夢」
世界華商聯合會是世界傑出愛國華商華僑倡導發起的，由華商企

業、企業家和企業團體組成的法團商會組織。 「中共十八大後，結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以及習主席提出的 『中國夢』，我們要發揮
自身作為商會組織的作用，在香港、深圳等結合地組織活動，以便各
地華商交流。」余勇說。

余勇介紹，未來華商會將組織各地華商會會長舉辦論壇或年會，
「讓大家起到信息溝通、合作共贏的作用，在面上形成合作的力量。

」具體而言，華聯會不僅舉辦了以世界各地華商為主、邀請智慧女性
和財富女性參與的年度高端論壇── 「世界華商財富女性論壇」，還
計劃在文化產業方面開辦 「龍情天下國際巡迴展」， 「目的在於把代
表民族精神的 『龍』精神以及其經濟騰飛的象徵傳送到世界各地。」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六日電】在去年大公報成立110周年的慶典上，大
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曾孫、著名演員英壯出席了當天的座談會。今日，親臨大公報北京
分社成立儀式的英壯說，自己一直長期關注大公報的發展。今天再次有機會見證大公
報的重要時刻，感到很高興，他寄語新成立的大公報北京分社前途無量。

給讀者精神啟迪
公眾眼中的英壯是受大家歡迎的演員、導演和編劇，但他不為人知的另一個身份

則是大公報創始人的後代。作為英斂之的曾孫，英壯對於大公報的歷史有很強的認同
感。英壯說，大公報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革，但這面大旗始終沒有倒掉，逆境中
的堅持是它最可貴之處，給人以很大精神啟迪。

「大公報幾經輾轉至今，現在又從北京辦事處升格為北京分社，意義重大。」他
解釋說，由於歷史原因，大公報創辦於天津租界，但英家祖祖代代都是北京人，現在
北京成立分社對英氏後人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是面子上有光的事。

英壯希望越來越多從北京分社發出的報道能夠受到讀者的喜愛，同時也期待未來
老百姓們都能讀到大公報。 「在自己的家鄉看到自己祖先創辦的報紙，對我們家的意
義重大。」英壯說。

專版肯定受歡迎
翻開最新開版的 「美麗北京」專版，英壯感覺很親切。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在，

北京可以報道的資源太多了，作為老北京，我也特別愛看北京有關的東西。」他說，
可能是因為缺乏資訊和宣傳，現在的年輕人對北京的歷史了解特別少。 「京城側記」
、 「北京夢」這些專欄肯定會書寫很多北京城的故事，關於北京的掌故，對於北京的
文化傳承也會起到重要作用，肯定也會很受北京人的歡迎。

最後，英壯對110多年來為大公報生命的延續付出汗水、獻血的前輩和工作人員表
示感謝。他並欣然應允在未來成為 「美麗北京」專版中 「北京夢」專欄的主角。

【本報記者李理、周琳北京二十六日電】大公報在北京的事業發展邁上歷史新
起點，北京市政府各委辦局主要領導也送上祝福。他們紛紛期待，《美麗北京》專
版能夠成為世界了解北京的新窗口，以及溝通京港合作交流的新平台。北京市金融
工作局黨組書記霍學文說，北京越變越「美麗」，京港金融合作也將不斷攜手發展。

讓港人更好地了解北京
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吳大倉說，從中共十八大 「美麗中國」引申而出 「美

麗北京」的想法很好。大公報北京分社和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共同推出《美麗北
京》專版也正逢其時，希望這一新平台更好地向海外推介北京。

北京市投資促進局副局長張華評價稱，大公報多年來對京港洽談會進行了大量
、詳細的報道，希望大公報北京分社和《美麗北京》專版未來能多報道北京市的各
項招商引資工作。

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主任梅松說， 「我們非常期待大公報成立北京分
社，尤其是《美麗北京》專版可以讓港人更好地理解北京發展情況。」梅松說，文
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新的經濟增長點。

「我理解的 『美麗北京』不僅是環境和生態，還包括北京的文化內涵及北京人
的精神面貌，在生態美麗的同時也給予北京文化上的繁榮。」梅松透露，目前北京
市文化創意基金還在籌備中，預計今年就能啟動。

互設金融機構共享機遇
霍學文告訴記者說，《美麗北京》專版為下一步京港金融合作提供機遇。他又

認為，未來京港金融合作在四方面大有可為。一是在金融從業人員交流培訓和資質
互認。二是兩地互設金融機構，共同合作發展。

三是在兩地金融市場方面，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京港相互融合，另一方
面，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地位也能夠得到鞏固。四是在影響力方面，北京金融機
構可以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提高國際影響力，香港金融市場則會憑藉內地蓬勃發
展的市場獲益。

金融業是帶動北京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第一支柱產業，數字顯示，去年
北京金融業實現增加值2592.5億元，同比增長14.4%，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4.6%
。霍學文指出，隨北京金融業影響力不斷上升，科技、文化以及中小企業金融市
場創新將不斷深化。他強調說， 「自去年新三板市場運營後，今年將發展成北京重
要的金融市場組成部分」。

【本報記者賈磊、李理北京二十六日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港澳辦
、商務部、外交部等單位負責人今日出席香港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暨《美麗北京》
專版開版儀式。與會嘉賓均向北京分社的成立表示祝賀，並希望大公報以北京分社
成立為契機，更好地向海外介紹國家的改革發展，增進香港與內地的溝通了解。

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周駿指出，大公報《美麗北京》專版用香港的角度
報道北京新聞，視角非常獨特。北京是國家的首都，代表國家的形象，美麗北京不
僅是北京自己的事情，也是全體國人所關心的。有很多學界、文化界等港人在京工
作，他們能夠為美麗北京建設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能夠通過《美麗北京》讀到他們在內地的生活，學習的情況和遇到的
困難。」周駿說，《美麗北京》也是一個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同胞了解北京的平台，
也有助於加強兩地溝通，消弭誤解。

商務部辦公廳副巡視員傅艷對大公報北京分社的成立表示祝賀，她希望大公報
能以成立北京分社為契機，站在更高的視野，集合既熟悉內地又具有香港視角的優
勢，報道和分析好國家商務工作和有關政策。

傅艷說，現在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內地與香港的聯繫會更加密
切。希望大公報繼續為兩地架起溝通的橋樑，促進兩地經貿領域的相互了解。她並
建議，在新媒體時代，還要將報紙和網絡相互打通，借助網絡更好地發揮好平面媒
體的力量，擴大影響力。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六日電】在今天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
儀式上，和大公報同樣共經百年歷程的多家北京老字號企業也前來道賀，期待大公報
更多關注老字號企業發展，同時希望《美麗北京》專版更好地在香港傳遞北京的聲音。

百年老報邁出新步伐
作為享譽世界的百年老字號全聚德，與大公報共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風雨滄桑。

全聚德集團副總經理劉小虹表示，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和《美麗北京》專版開版是百
年老報的又一新步伐，必將推動世界對北京的了解。全聚德作為北京的名片，劉小虹
希望北京分社和《美麗北京》專版能夠繼續關注、支持全聚德的發展，她同時寄語大
公報更多關注老字號的發展，共同打造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北京是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歷史名城，同仁堂也是一家有文化根基的百年企業
。北京同仁堂黨委副書記陸建國說，同仁堂不單是經濟實體，亦是文化載體，更是文
化之都的重要名片。 「同仁堂在香港設有公司，大公報與同仁堂多次合作，尤其為同
仁堂的海外宣傳做了很多優秀報道。」陸建國希望北京分社成立後，大公報這份百年
歷史傳承的知名報紙能夠對宣傳北京特別是北京的文化做出更大貢獻。陸建國說，已
出版七期的《美麗北京》專版已經從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角度反映了北京市的發
展，希望今後能夠從多角度更多反映北京的新變化。

關注科技創新企業
四通集團是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中創立最早的 「老字號」之一，與香港有密切

聯繫，大公報曾對四通上市做出大篇幅報道。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今日祝賀大公報
北京辦事處升格為北京分社，認為這是大公報眼北京工作重要性所做的重大戰略部
署。他希望北京分社成立後，大公報繼續關注北京和全國的科技創新企業，同時祝願
《美麗北京》專版成為北京向香港及海外推薦城市形象，介紹發展形象的重要窗口和
陣地。

北京麗澤金融商務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郝永昶介紹說，麗澤金融商務區是北京三
環內最後一塊成規模的待開發區域。按照北京市 「兩城兩帶，六高四新」的空間產業
布局要求，麗澤金融商務區將為在京的新興金融機構、金融要素市場以及金融企業總
部提供一個新的發展空間。他介紹，今年麗澤南區400萬平方米的土地將陸續上市，各
項基建工作都將全面展開，希望大公報多多關注麗澤。

與首都共創與首都共創美麗北京美麗北京

大公報北京分社成立暨《美麗北京》專版開版儀式2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隆重舉行，這標誌大公報在北京的事業發展邁上歷史新起點。由北京市人民
政府新聞辦公室與大公報北京分社合辦《美麗北京》，將成為世界了解北京的
新窗口和溝通京港合作交流的新平台。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六日電】

部委冀大公報助推兩地溝通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余瑞金北京二十六日電】《美麗北京》
專版的創辦，也獲得了北京市各區縣有關負責人的好評和支持，與會
人士表達了對大公報北京分社的美好祝願，希望大公報在新的起點上
作出更大的成績。並表示希望北京分社未來能夠深入到各區縣採訪，
挖掘各區縣的 「美麗」，彼此加強交流溝通。

北京市西城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王都偉說，大公報北京分社正好
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轄區內。西城區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金融資源
，在金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與香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合作需
求。希望大公報利用辦報優勢，在香港、在海外多推介西城，為西城
發展提供幫助和支持。

《美麗北京》深孚眾望
「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題寫的 『水流雲在』四個字目前還鐫刻在

海淀溫泉。」海淀區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明傑述說起海淀和大公報的
淵源。

他說，和《美麗北京》的概念脫胎於 「美麗中國」一樣，海淀區
也正在打造 「美麗海淀」，有共同的美好願景，希望未來繼續和大
公報開展合作。

海淀區還在建設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香港是重要的合
作夥伴和區域，希望與大公報的合作，能把海淀更好地介紹給港人，
並傳遞香港的治理經驗讓海淀學習借鑒，促進商貿、信息、文化產業
等各個領域的交流。

平谷區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九軍祝願《美麗北京》更好地將北
京的發展變化推向世界，讓外界了解北京發展。

他表示，報道北京不僅限於中心城區，近年來各郊區縣發展也有
很多亮點，包括平谷的樂谷音樂節等活動，都已經擁有較高的知名度
，都希望大公報能夠多向海外推介。

懷柔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呂曉國希望《美麗北京》專版給北京各郊
區開闢展示舞台，作為 「會都」、 「影都」、科技城，希望大公報更
好的把懷柔優質的商務環境推介給香港工商界。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才華（右五）、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右四）、北京市政府
新聞辦主任王惠（右三）、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周駿（右二）、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
右一）、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左四）、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左三）、大公報董事兼大
公網總裁林學飛（左二）、大公報社長助理兼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左一）等主禮嘉賓為大公報
北京分社揭牌 本報記者羅曉光攝

《美麗北京》拉近京港距離

向世界展現京城美麗

京城老字號情繫百年大公

英壯：逆境中堅守最可貴

僑商：大公影響力難替代

▲主禮嘉賓共同啟動《美麗北京》專版 本報記者羅曉光攝

◀大公報董事長
兼社長姜在忠致
辭

大公網記
者姚勇攝

▲國新辦秘書長才華（右）在大公報董事長兼社
長姜在忠陪同下步入會場 本報記者羅曉光攝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惠致辭
大公網記者姚勇攝

▲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右）與大公報
總編輯賈西平合影 本報記者李理攝

▶新華社北京分社
社長陳新洲（中）
、新華社北京分社
黨組成員李煦（左
）、大公報社長助
理兼北京分社社長
王文韜（右）在揭
牌現場

本報記者
羅曉光攝

▶北京市金融工作
局黨組書記霍學文
表示，《美麗北京
》專版為下一步京
港金融合作提供信
息通道
本報記者李理攝

▶北京演藝集
團董事長康偉
（中），西城
區委常委、宣
傳部長王都偉
（右）與大公
報社長助理兼
北京分社社長
王文韜（左）
在慶典儀式上

大公網記
者姚勇攝

◀大公報社
長姜在忠（
右二）會見
與會嘉賓

大公網記
者姚勇攝

◀大公報創始人英
斂之曾孫、著名演
員英壯接受大公報
記者採訪
大公網記者姚勇攝

◀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
基祝願《美麗北京》專
版成為北京向香港及海
外推薦城市形象的重要
窗口

大公網記者姚勇攝

▲大公網現場直播大公報北京分社揭牌
大公網記者姚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