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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張德江講話 內耗不斷須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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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表示，張德
江的講話給予她啟發，例如很多社會問題並非
香港獨有，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有，不應該將問
題政治化，一口咬定誰是誰非，而是要深思熟
慮，想辦法逐步地解決。

中央推出多項惠港政策
被問到張德江指 「機不可失」是否警告，

若把握不到 「十三五」規劃，香港的經濟就會
被邊緣化，范徐麗泰語重心長地說，是香港自
己邊緣化自己，沒有人想邊緣化香港，中央推
出的很多政策，都是特區政府要求的，但香港
能否利用好這些機遇，只能靠自己。她又形容
，以前香港和其他地方競爭， 「別人在跑步，
我們的手和腳就打架」，所以落後了，現在 「
我們的膝蓋開始疼了，舉步艱難」，如果再不
把握機遇，只會原地踏步。她又指，香港社會
不齊心，每日都為一些事情爭拗，結果全香港
都受罪，如果將來的經濟發展未如理想，香港
就不能夠怪別人，需要反省和反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譚惠珠表示，香港過去、現在、將來的定
位都是經濟、貿易、財經中心，不是一個事事
泛政治化的地區。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經濟問題
，香港應該抓住國家 「十三五」規劃和 「一帶
一路」的機遇。她引述張德江的 「機不可失、
時不再來」，強調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應該
集中精神，搞好經濟。

重建香港好客之都形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表示，

張德江指香港不能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是看
中問題的要害，目前香港議會 「拉布」不斷，
將政府推出的很多政策都泛政治化，這樣下去
，香港發展的路只會愈走愈窄。他指出，香港
在金融、專業服務等方面有優勢，應抓住 「十
三五」和 「一帶一路」的機遇。他又希望，無
論是特區政府，還是業界和市民，都應該思考
如何重建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形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馬逢國認為，
張德江雖然花了些時間講經濟，但他 「講經濟
就是講政治」。他絕對同意張德江所指，香港
的地位來源於經濟，而非泛政治化，他希望香
港未來能抓緊機遇，重回發展經濟的正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
日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時指出，
香港不能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而是
應該以謀發展為第一要務。多名代表
對此表示認同，認為香港近年內耗不
斷，經濟發展落後於競爭對手，值得
社會深思和反省；香港應該抓緊 「十
三五」 規劃和 「一帶一路」 的機遇，
重回發展經濟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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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文軒、石璐杉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
出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小組會議。會議
的座位由往年以弧形排開的沙發，改為
數行排列的長枱。有出席的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認為，這種變動便利了交流和書
寫記錄，是更便於工作交流的安排。

昨日一早，記者與大批香港和內地
的記者便抵達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的香
港廳，有眼尖的記者立馬發現，今年的
座位安排有別於往年。

范太：安排是恢復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指出

，以往的座位安排類似會見外賓的規格

，在香港剛剛回歸的時候，中央對於港
澳全國人大代表特別優待，但作為人大
代表出席會議是來履職，而非受禮遇。
因此，她認為，現時轉為工作會議的座
位安排是恢復正常，她更笑言： 「有枱
面畀我寫字，幾開心。」

對於座位變化被指要凸顯中央對香
港態度的轉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
長譚惠珠認為，這種過度的猜測純屬炒
作。

代表團副團長馬逢國亦認為，座位
安排有變動很正常，去年特首述職時已
是如此，而且其他地區，包括澳門地區
的代表團也是這樣，相信沒有特別的含
義， 「我個人感覺，作為一個工作性質

的討論會，這樣的安排更便於交流和作
文字記錄」。

代表團成員陳勇亦不感到有何不妥

，反而認為這種座位安排拉近了雙方的
距離， 「有時委員長會直視我們的眼睛
，這樣更便利交流」。

會見座位改變 便利工作交流

人大代表：港要務搞好經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在香港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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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政治化絕非香港之福，長
此下去，只會令市民在香港經濟
向下行的情況下更加感受到痛苦
，變成惡性循環，希望大家一齊
謀發展，向泛政治化、搞暴亂、
破壞香港的人說不。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張德江的講話是語重心
長，提醒港人要將精力放在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方面，
把握好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
，運用好國策，保持香港的
優勢，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積金局主席黃友嘉

張德江把香港的矛盾歸
因於有些是歷史原因，有些
是深層次矛盾，希望大家
不要把這些問題看得太嚴
重，反而應該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

香港當前的確存在一些
社會問題，但從全球的宏觀
角度來看、社會存在這些問
題是正常的，關鍵是不能把
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香
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絕對
不能將自己封閉起來，一定
要與內地緊密聯繫，充分把
握國家政策帶來的機遇。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
會長姚祖輝

張德江今次講話主要從
關心香港、探討香港未來發
展的角度出發，希望香港充
分發揮優勢，以發展經濟為
首要，好好把握國家發展的
機會，積極參與 「十三五」
規劃及 「一帶一路」 。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

十分贊同張德江所講，
香港應準確把握背靠祖國的
發展優勢，要緊抓 「十三五
」 及 「一帶一路」 這兩大發
展機遇，着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從根本上解決社會
深層次矛盾。

飛達帽業集團
副主席顏寶鈴

香港經濟發展到今天實屬不
易，應該珍惜，把握機遇，別人
看得起香港，正是因為香港的經
濟地位。

新民黨
常務副主席田北辰

香港地位靠經濟 再玩政治就玩完
全國人大、政協 「兩會」 正在北京熱烈舉

行，多位中央領導人連日有關香港問題的講話
，不僅充滿關注、理解和熱誠，而且其所提建
議和要求，百分之一百就是解決港人社會當前
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唯一正確方向
和出路，值得港人認真思考和切實執行。

繼會見港澳政協委員之後，全國人大委員
長張德江昨天又會見了港澳兩個特區的人大代
表，和代表們暢談國家發展歷史和當前形勢。

有關講話，對與會代表和港人進一步了解
國家當前經濟形勢是很有幫助的，但更令人受
到啟發和振奮的，是委員長有關香港經濟和發
展的談話。

張德江指出：近年，香港的經濟增長放緩
了、傳統優勢弱化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緩
慢，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對社會發
展產生的 「瓶頸效應」 亟待破除，經濟民生問
題亟待解決。

張德江指出：把香港搞亂了，大家還有好
日子過嗎？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在聽取特首梁振
英述職報告時指出：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團結社會各界，維護香港
穩定，抓住國家發展進入 「十三五」 的機遇發
展經濟，積極謀劃長遠發展，為香港繁榮穩定
打好基礎。 「希望各位代表和香港社會各界深
刻領會、認真貫徹，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
為重點。」

事實是，正如張德江委員長所指出，近年
港人社會的確出了不少問題，但問題的根本原
因其實並不全是由政治因素所造成，而是由於
住屋、就業、貧富差距、青年上流機會減少等
種種經濟、社會因素所造成，但反對派為了達
到阻撓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目的
，為了搞亂香港和破壞 「一國兩制」 ，他們把
一切事情都說成是特區政府和梁振英的責任，
把問題擴大化和政治化。大年初一晚的旺角暴
亂，參與者除了激進 「本土民主前線」 成員外
，還有一批失業或低收入的青年，他們把個人
際遇、生活上的不滿發泄到街頭暴力上，也與
反對派長期 「抹黑」 政府和警方大有關係。

因此，今天特區政府和港人社會，在經歷
了政改鎩羽、 「佔中」 七十九日及旺角暴亂之

後，是時候要切實分析和研究當前存在所謂 「
社會怨氣」 的成因和根由，特別是有關經濟和
民生方面的因由。

否則，一如反對派所刻意誤導般把近年市
民、年輕人的不滿情緒通通看成是深刻、嚴重
的政治對抗，看成是反對 「一國兩制」 和反中
央、反政府，甚至已經 「明火執仗」 在分裂國
家和搞 「港獨」 ，那恐怕不僅於事無補，反而
會令誤解、矛盾、分歧越陷越深，把一些本來
不是政治問題的問題政治化，甚至把一些年輕
人推到對立面，那就是十分不智和可惜的。

當然，反對派和他們背後的西方反華反共
勢力，他們確實不是 「吃素」 的，他們確確實
實是在從遏制中國發展和否定 「一國兩制」 的
政治角度在港挑起各種事端的，特區政府、建
制派和所有愛國愛港人士都必須對這種惡行和
圖謀提高警惕，及時予以揭露，對違法暴力、
衝擊法治的行為要堅決予以譴責和依法追究，
但同時又必須看到廣大市民、青少年和這些政
治勢力的根本分別，不能動輒 「一竹篙打一船
人」 。

而更為重要的是，必須看到，當前特區，
在 「一國兩制」 和中央強有力領導之下，政治
和政制上是有強大法理依據和穩如泰山，再猖
狂的抗中亂港勢力也不可能動 「一國兩制」 和
中央憲制地位與權責於分毫；對特區政府和愛
國愛港力量來說，一方面要堅決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不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另方面則
要更加積極主動、打開局面，以一切可行方法
把港人社會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發展經濟和改
善民生上來，把青少年的希望重新引導到學好
知識、 「前途由我創」 的正確道路上來，而要
做到這一點，除了特區政府在經濟、民生議題
上要加大力度、敢於突破、有所作為之外，另
一個更重要的途徑就是切實加強和真正融入到
國家的 「十三五」 規劃和 「一帶一路」 建設中
去，抓緊機遇、踏實邁步，爭取在盡可能短的
時間內幹出一些成績、辦成一些實事，如在金
融領域的融資合資及法規制定方面。只有在政
治上進一步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的
同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特區的問題就是
可以解決的。

社 評
張德江勸喻港人切記切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