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賞玉觀花，合作發展」。4月28日，河
南南陽第十屆玉雕節暨玉文化博覽會、南陽月
季文化節開幕。南陽市委書記穆為民說，節會
的主題是 「花開玉都‧美麗南陽」，要讓四方
賓朋真正領略中華玉文化的博大精深、盡情欣
賞月季花爭奇鬥艷的美景，讓南陽人盡情享受
美麗南陽如花似玉的宜居環境。

南陽 「兩節一會」，堪稱 「玉和花的盛會
」、 「百姓快樂節日」和 「產業新天地」。南
陽玉文化源遠流長，至今已有7000餘年歷史，
南陽獨山玉名列 「四大名玉」，大多專家認為
「和氏璧」即為南陽獨玉雕製。南陽是全國規

模最大、玉料最全、從業人員和玉雕大師最多
的珠寶玉石產業基地和玉文化傳播基地，從業
人員近50萬人，產品遠銷歐、美、亞50多個國
家和地區，佔全國銷量的 70％，年銷售收入
400多億元，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玉城。

世界月季在中國，中國月季在南陽。走在
南陽市大街小巷，記者看到處處都有婀娜多姿

的月季在迎風招展，月季已融入這座城市，融
入人們的生活。

南陽是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基地，也是全
國最大的月季繁育基地，還是全國最大的苗木
供給基地。南陽月季基地制定的月季標準化體
系，已成為月季的行業種植管理標準。南陽月
季暢銷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且遠銷到日、德
、法、荷、俄等國，供應量佔國內市場的80％
，佔我國出口總量的60％以上。

前不久，央視《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
揭曉，南陽居民幸福感居全國地級城市榜首。
穆為民說，南陽是南水北調的源頭，是北京的
「水龍頭」，是淮河的源頭，是中原經濟區高

效生態示範市，生態對南陽尤其重要。南陽正
在積極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生
產方式，改進生活方式，走經濟、社會、環境
協調科學發展之路，建設開放富裕魅力和諧新
南陽，讓幸福的花兒在南陽盡情綻放。

文 蔣敏、楚長城

盛世獨玉生光輝
幸福南陽四季花

▲4月29日，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名譽會長
孫文盛（右四）在南陽市委書記穆為民（右一），市委副書記、代市長程志明（右五）等陪
同下參觀鎮平縣玉雕大師創意園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提醒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多位立法會議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這一問題應該引起各界注意，港人不但要認清發展中所遇到
的問題，更應該找出經濟發展滯後的原因。他們亦呼籲市民抵制破
壞性活動，避免泛政治化傾向。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示
，現時香港經濟發展與內地、亞洲其他地區比較，有停滯的狀況，很
多基建配套設施都跟不上。吳亮星批評，早前有政黨透過司法覆核
搞延誤性的事件，拖延基建的建造時間，造成社會內耗，「這就是發
展中的其中一個深層次問題，造成很多商業發展因硬件不足而產生
銜接問題，特別是與內地的經濟銜接，進一步就會影響就業，對服
務業引入、行業擴展等都不利。」吳亮星又說，以自由行為例，現時
社會有聲音認為很多遊客來香港，但若交通配置滯後，對旅遊業造
成打擊，零售業亦會受到影響，張德江的講話是要進一步引起社會
的注意。吳亮星擔心，現時「佔領中環」、碼頭工潮等事件，濫用了現
有的優勢，反而變成商業的障礙，呼籲市民要抵制這些破壞性活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表示，現時香港社會出現內耗，成
為政府主要面對的問題，亦拖垮經濟發展，但現時失業率偏低，而
且有內地作為後盾，市民未必意識到問題， 「到市民真正發現問題
時便已經太遲了，市民的生活水平亦會慢慢下跌。」他舉例指，今
次的碼頭工潮事件對碼頭業的影響很大，直接令本港經濟受到打擊
，業務可能因而一去不復返。他又說，議會內變得政治化，資源和
時間非用於刀刃上，這亦令中央政府感到擔憂，因此今次張德江接
見經民聯時提及香港的經濟問題，其實是意有所指，希望香港能夠
警惕，而民建聯亦希望特區政府可先處理民生和經濟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相信，中央觀察香港的經濟問題已
有一段長時間，認為香港的競爭力不斷削弱，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早前在深圳與香港立法會議員會面時，便提到改革開放時，香港
是內地的老師，但近10年來香港在某些地方的確落後了，因此香港
要認清現實，而中央亦希望香港找出滯後的原因。黃國健表示，張
德江提出未來三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相信是考慮到歐美
經濟開始復蘇，但香港仍未找到落後的因素。他認為，泛政治化是
香港經濟發展滯後的重要原因，產業過於單一造成的深層次矛盾亦
是另一因素，而參考台灣，所謂普選不見得對經濟發展一定有幫助
，反而新加坡和韓國被指不民主，但經濟穩步增長，他希望社會對
普選問題有理性討論。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全國人大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指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提醒
發展經濟是香港現時首要任務。香港大學經濟
金融學院名譽副教授梁柏力對此表示認同。他
指出，隨內地逐漸開放，本港競爭亦持續增
加，但經濟發展應統觀大局，內地將香港視為
「一家人」，從而推出扶助本港經濟發展的系

列政策，他強調，香港需要內地支持，否則經
濟發展難持續，又指排斥內地是消極的對待方
式，籲年輕人勿局限自身的發展範圍，應多到
內地交流、學習，以增加對國家的了解。

香港需國家政策支持
梁柏力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同意張德江有關

本港競爭優勢弱化的講話內容。梁柏力指出，香港以前
有特別的優勢，中國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唯一一道向西
方打開的大門，但隨中國逐漸向全球開放，香港的優
勢開始下降， 「內地越來越開放，香港的競爭便越來越
大」，他以清朝時 「一口通商」為例，當時廣州是唯一
的口岸城市，經濟發展亦居全國首位，而鴉片戰爭後，
「五口通商」的政策令廣州被上海超越，他認為香港面

臨類似情形，強調此時 「越排斥內地越麻煩」，因為香

港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否則便無法維持經
濟增長。他續謂，排斥某種程度上源自害怕
競爭， 「香港人視野狹窄，內地人就寬好多
，因為各個省情況都唔同」，他指若想改變
思維窄的現狀，年輕人應多了解內地情況，
他說，很多本地大學生都爭取去內地實習、
交流，通過兩地融合了解自身不足。

作為經濟學者，梁柏力強調，經濟發展應
「睇大局」，香港始終是中國境內一個重要城

市，但若想保持最主要城市之地位，則有困難
，他強調應放眼世界，尋找解決之道，若一味
排斥內地，則是消極且狹隘的對待方式。他亦

強調，內地將香港視為 「一家人」，因此推出一系列優惠
與扶助本港發展的政策，包括讓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等。

對於張德江表示 「香港當前首要任務是發揮自身經濟
優勢，不要大事小事都用泛政治化的方式和態度處理」，
梁柏力認為政治化處理事件對本港長遠發展不利，亦會削
弱本港的競爭力， 「令政府咩都做唔到，阻住經濟發展」
，又指大部分香港人並不關心政治，但少數搞政治的人 「
特別大聲」，加上傳媒從旁放大這些聲音，實際上不利於
社會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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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表示，總商會
一向注重香港的競爭力，認為城市的生活水平
決定城市的競爭力，面對其他鄰近城市的競爭
力不斷上升，本港工商界須努力維持香港的優
勢。他認為，香港走向高增值知識型經濟，能
有效維持競爭力。周松崗又表示，本港的高端
貿易現時對比其他城市仍有優勢，但他坦言優
勢不會永遠持續，所以希望香港各界可以充分
合作，繼續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把握機遇提升競爭力
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認為

，張德江的講話反映香港實況，特別是 「發展
是硬道理」，因為香港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主
的城市，如果經濟發展不好，社會及民生發展
一樣會受影響。至於張德江提到本港經濟發展
面臨一些深層次矛盾，蔡冠深說，議會的 「拉
布」情況正正反映現況。他認為，政府捐款幫
助四川賑災是一件好事，但還是有議員阻撓；
加上近日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 「拉布」
，以及貨櫃碼頭工人罷工， 「情況唔太理想」
。蔡冠深指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競
爭力強，亦有不少優勢，只要積極爭取，以及
把握到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在國際間的經濟
地位會不斷上升。但他表示，若果香港社會不
斷政治化、內耗不斷，將影響香港的發展，最
終將影響競爭力。蔡冠深希望社會各界把精神
集中投放在整體發展，減少無謂爭拗。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表示，香
港競爭優勢弱化的很大原因在於：目前整個香
港社會虛耗太多精力和時間在政治爭拗上。他

指出，新一屆政府上台後更是面對諸多阻滯，
立法會 「拉布」致使政府提出的很多重要議案
都不能正常通過，而政府推出的任何措施都會
被政治化。施榮懷指出，面對周邊地區的競爭
，香港的確是不進則退。

他認為，香港應該針對內地廣大的市場開
拓新優勢。施榮懷說，廠商會剛剛結束 「廈門
工展會」的活動，推介香港品牌給內地消費者
，並在活動中讓香港與內地的公司進行商務配
對，幫助他們認識和了解內地市場。他認為，
行政長官梁振英十分重視在內地的港商和專業
人士，在幫助港企開拓內地市場方面，如果由
政府牽頭，相信可以事半功倍。

政府施政需各界配合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認為，香

港經濟發展平穩，但近期優勢減弱，除飽受歐
美市場萎縮、歐洲經濟危機等外圍因素影響之
外，也有內部的原因，包括：部分優勢產業由
於租金貴和人才流失等問題競爭力削弱；香港
的政治環境令很多問題必須經過爭拗或長時間
的討論才能解決，與鄰近國家和地區相比，效
率大大減低。

對於如何尋找香港經濟發展新優勢，劉展
灝表示，特首已經成立了經濟發展委員會，委
員會將就經濟持續發展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他認為，香港除了探討如何強化現有優勢產業
，也要研究如何加強開拓新興產業。劉展灝亦
指出，政府正在做很多工作，但在推行方面，
必須社會各界配合，以提升香港經濟發展的速
度和效率。

四大商會撐張德江講話

摒棄無謂爭拗摒棄無謂爭拗
齊心發展經濟齊心發展經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指出，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
提醒香港應將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增強憂患意識，爭創新優勢。本
港多位商會領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對此深表認同，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摒
棄無謂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他們亦呼籲各界齊心協力維持香港優
勢，並把握機遇，提升香港競爭力。

本報記者 石璐杉 張綺婷

▲梁柏力接受本報記
者專訪

梁柏力：泛政治化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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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崗：各界應充分合作
，以繼續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施榮懷：目前社會虛耗太
多精力和時間在政治爭拗上

蔡冠深：不斷內耗勢必影
響本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

劉展灝：香港的政治環境
大大減低了政府施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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