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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一國兩制就是本土
法律界冀港人細心體會委員長講話
張德江 視 察香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昨日的歡迎晚宴上致
辭時指出，本港極少數人打出 「港獨」 旗號，是 「以本土
之名，行分離之實」 ，違背 「一國兩制」 的初心，他亦呼籲
當局和社會各界維護法治。多位法律界人士認為，張德江的講
話提醒各界要堅守法治核心價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張德江希望提醒港
人，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就是 「本土」 ，因為 「一國兩
制」 就是保持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將香港所有優勢
都保存下來。全國政協常委、前律師會會長劉漢銓指出，張德江
在發言中再次強調了法治的重要性，是一語道出了香港脫離困局
的出路。
大公報記者
譚惠珠認為，張德江的致辭內容
語重心長，在目前有一些港人對香港
社會情況和全世界經濟低迷感到擔心
時，親臨香港，為港人加油打氣，讓
他們知道，香港是有前景： 「他這番
說話，其實好想告訴大家，對前途要
有信心，對香港出現的深層次矛盾的
解決要有耐心，千萬不要忘記 『一國
兩制』的原意、初心。」

「一國兩制」保持香港優勢
譚惠珠認為，張德江希望提醒香
港人，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就是 「本土」，因為 「一國兩制」就
是保持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
度，將香港所有優勢都保存下來，因
此絕不允許社會上有人以 「本土」一
詞偷換概念，實際上搞分離、搞 「港
獨」。 「沒有法理基礎，事實上亦不
可能發生，這些言論只會令香港社會
的氣氛變得緊張，不會令社會更加幸
福。」
張德江此行特意出席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並作主旨演講。譚惠珠
認為， 「一帶一路」是一項和平政策
，而張德江對香港在如何參與 「一帶
一路」方面作闡釋，指香港在整個過
程中，不論是香港的個人，還是制度
，都有廣闊的發展和發揮空間；年輕
一代亦有非常好的機會，尋求自己的
理想和事業，見識國內和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發展情況： 「（年輕人
）要珍惜這些機會，裝備自己，認識
香港的前途與內地密不可分、有一個
夥伴關係，一起為這個和平發展的理
想來努力。」
譚惠珠又希望港人可以細心體會
委員長的說話，不要被目前短期的爭

許嘉信

黃昱

議影響士氣，亦要知道中央政府堅定
實行 「一國兩制」，香港本身也要堅
守法治核心價值，一切依法辦事；又
認為委員長肯定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的工作，希望公務員也可以放心，謹
守崗位去辦事。
劉漢銓認為，張德江在晚宴上的
發言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了解和關心
，為愛國愛港陣營打了一支強心針：
「從言辭裏面，是可以見到中央十分
着緊香港，非常希望香港好，期盼香
港可以向 『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發
展。」他認為，當下有別有用心的人
士，利用 「本土」之名，行 「港獨」
之實，乘機藉着分離主義謀求政治利
益；張德江今次的言論，強調了 「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大框架，有力地
回應了有關方面的主張。
劉漢銓續指，張德江在發言中再
次強調了法治的重要性，是一語道破
了香港脫離困局的出路。他強調，國
家強調依法治國，香港亦要依法辦事
，法治是本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
： 「無論是有多麼崇高的出發點或目
的，犯法就是犯法，沒有人可以凌駕
在法律之上，也沒有人可以逃避法律
的制裁。」

李國能：對港人有很大鼓勵
此外，對於張德江在晚宴致辭時
提及香港法治，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
李國能在晚宴結束後回應表示，張德
江談及法治的部分並非向司法機構施
壓， 「我認為他的說話很持平、很適
合」，對香港有很大鼓勵。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亦認為，張
德江的言論合情合理，代表中央政府
堅持 「一國兩制」的初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 ▲全國政協常委、前律師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會會長劉漢銓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
國能

學者冀發揮香港人文優勢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許嘉
信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指出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具
備四大優勢，在人文優勢方面，香港
長期以來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並特別提到香港與 「一帶一路」沿
線東南亞城市，同屬粵語文化圈，香
港可聚焦人文交流，助力 「一帶一路
」建設民心相通工作。本港有學者認
為，香港應把握人文優勢，更好地促
進與 「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的文化交
流，打造人才交流平台；而各行各業
應積極發掘商機，藉 「一帶一路」發
展，鞏固香港既有優勢，並拓展新的
發展道路。

粵語文化凝聚海外華僑

、文化感興趣的華僑學子到香港進修
，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主任劉智鵬指出，香港作為 「一帶一
路」的重要節點，有着地理及歷史方
面的優勢，例如早在19世紀末、20世
紀初，東南亞商界已將業務擴展到香
港，故香港與 「一帶一路」沿線的東
南亞國家關係密切。香港與東南亞華
僑有共同的文化及語言，亦是香港的
人文優勢之一。他又提到， 「一帶一
路」發展雖然未必人人都有機會參與
，但發展道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契
機，港人應該多加了解，他建議可在
中學課程，適當加入相關的地理及歷
史知識。

金融業助基建項目融資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鄧思穎認為，香港的流行歌曲、電視
節目、電影等流行文化，在廣東、馬
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具影響力，這能
夠凝聚海外華僑，增加認同感，對這
些地方人民的交往、商業、貿易，肯
定有幫助。
他期望，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
設下，能夠與 「粵語文化圈」內的國
家及地區進行跨地域的語言、文化研
究；亦可吸引會說粵語、對粵語語言

張德江昨日在 「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上指出，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
設中具備區位及開放合作先發優勢，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
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認為， 「一帶
一路」是國家重要國策，商機無限，
但香港不能期待這是送到嘴邊的大餐
，因為 「一帶一路」只是發展方向，
實際的前進道路仍需不斷摸索，各行
各業應該積極發掘各自的機遇。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主任劉智鵬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
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

雷鼎鳴舉例指， 「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很多仍是發展中國家，未來需
要大力發展基建，而香港有發展大型
基建的經驗及人才，故建築專業人才
可藉此走出去。發展需要大量資金，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協助開展
基建項目提供融資、資產管理等服務
，故本港金融業可望成為最早投入 「
一帶一路」發展及建設的行業。此外
，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工業支
撐發展，而香港不乏有遠見的商家，
有信心可以從中找到商機。
雷鼎鳴認為，香港人向來靈活多
變，應該可以在 「一帶一路」發展中
找到商機，惟本港近年過分內向發展
，未能放眼世界，呼籲港人特別是年
輕人要持開放心態，為個人以及香港
的發展謀求更闊的發展道路，創造多
贏局面。
一帶一路研究院副院長梁美芬認
同張德江所指，香港在海、陸、空三
方面均具有獨特區位優勢，能夠便利
與內地城市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聯繫和貿易往來；她又指出中央支
持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在基
建項目投資、融資、資產管理等範疇
多發揮，這也證明香港在國家發展方
面具有戰略性地位。

學界倡辦講座出教材培訓師生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強調，
中央政府鼓勵香港商會、社團、智庫
等民間組織，開展與 「一帶一路」相
關的研究宣介、培訓考察等活動。學
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贊同
，香港具備發展 「一帶一路」的條件
，又建議教育局為教師舉辦一系列講
座，出版補充教材套，讓教師深入了
解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文化
知識，商界亦可在香港舉辦畫展文化
展，拓闊港人視野。
吳寶城認為，港人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認識不深，教師教授相關
課題亦面對一定難度，教育局不妨像
以往一樣，為教師舉辦多場講座，又
或出版補充教材套，讓老師對當地社
會文化有基本認識，就能在原有課程
框架不變下，例如在中學的通識、地
理、經濟科，加入與 「一帶一路」相
關的課程內容。
至於培訓考察，商界具有很強的
人脈關係，在商界組團與學生赴沿線
國家交流時，就能帶學生參觀當地的
企業，更深入了解當地的經濟文化和
教育。

▲「一帶一路」研究院副院長梁美芬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 「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演講指出，中央
政府支持香港在打造綜合服務平台等四
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他又特別提到，國
家商務部在援助尼泊爾和柬埔寨的兩個
基建項目中，曾引入香港顧問諮詢公司
負責工程監管，後來尼泊爾發生了大地
震，大量建築物倒塌，但香港公司監理
的項目基本完好無損，充分體現香港專
業服務的優良品質，香港專業服務參與
「
一帶一路」建設大有可為。

尼國地震港監工程無損
《大公報》獲悉，張德江提及的兩

個國家援建的工程項目，在尼泊爾的是
由 「豐展設計及營造有限公司」負責監
理的國家武警學院，以及在柬埔寨由 「
馬海（建築顧問）有限公司」負責監理
的桔井農業科技學校。
特區政府為推動香港工程顧問企業
參與國家對外援助工程項目的監理工作
，在2014年與商務部簽署了《合作備忘
錄》。商務部同年就尼泊爾和柬埔寨的
兩個建築項目邀請香港工程顧問公司投
標，並由該兩間香港工程顧問公司分別
投得項目，而工程分別於去年四月和七
月展開。
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志超認同， 「一
帶一路」建設可為建築專業帶來發展機

遇，因為大部分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都是發展中國家，預期未來海陸空口岸
、道路及各項基建發展很多，加上香港
可望成為相關基建的融資平台，故香港
工程界將以不同形式參與相關建設。
建築師學會前會長鄺心怡認為，香
港建築界的 「一條龍」服務，向來受歡
迎，很多海外地區都喜歡聘請香港建築
師公司參與項目，她相信 「一帶一路」
建設會是香港建築師的新機遇及挑戰。
她又說，香港建築界向來靈活多變，故
即使遇上不同的文化及需要，都有信心
能夠克服， 「無論是內地、澳門、越南
，或者中東，我們很習慣摸出我們適合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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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質優 建築業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