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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德率團考察江蘇 鄭萬通任總顧問 孫懷山任高級顧問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組織並由高敬德會長率領的香港商界
知名企業家一行60人於3
月29日至4月3日前赴
江蘇省投資考察，受到
了江蘇省省委書記李源
潮和江蘇省各級領導、
南京市委書記羅志軍、
市長蔣宏坤和南京市各
級領導、淮安市委書記
丁解民、市長樊金龍和
淮安市各級領導的熱情
接待，而考察團成員帶
逾200億元人民幣的

投資協議滿載而歸。
高敬德團長表示，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組織了
多次以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香港商界結合的投資考
察團，開創了委員們深化參政議政和改善委員視察方法的一種
極具意義的嘗試和新模式。同時為香港與當地商界的緊密合作
架起了良好的橋樑。這次江蘇之行碩果纍纍，考察團在南京和
淮安簽訂的投資協議總額逾200億元，涉及高新科技、土地開
發、民航機場、污水處理和不良資產處置等項目。

考察團陣容鼎盛，主
要成員有：全國政協秘書
長鄭萬通擔任總顧問，全
國政協副秘書長孫懷山擔
任高級顧問，全國人大
代表、中銀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
兆、全國政協委員、志
成國際集團董事長計佑
銘、中聯辦協調部部長
王永樂擔任顧問；名譽
會長包括全國政協委員
的香港文匯報社長張國
良、恆興基立（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祥鵬、
新德寶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宇新、香港大寰（集團）有限公
司主席施展熊、香港江勝集團董事長陳曉穎；副團長有全國政
協委員的香港潤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安達源、深圳市多利
工貿（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梁志敏、中洲集團總裁黃光苗、
南華集團副主席張賽娥以及香港文匯報副社長劉永碧、大公報
副社長馮仲良、香港商報副社長陳錫添和新恆基集團總裁黃燦
光，連同知名企業家、投資銀行家一行60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4月24日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53條第2款的議案和委員長會議提出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53條第2款的解釋（草案），預料中央政府本 負責任的態度，
將會釐清有關特首補選任期的問題，息疑止爭，使特區政府特首補選
順利舉行，避免出現管治真空和憲制危機，保障香港社會和諧穩定、
持續發展。

事實上，除了部分政客凡政府必反、凡中央必反之外，大多數香港
市民對這次人大釋法並沒有太大的抗拒情緒，根據民意調查顯示，贊成
釋法的人比反對的人還要多，47%受訪的市民不認同「人大釋法代表香
港法治已死」，這與過去兩次釋法有明顯的分別。這充分顯示廣大香港
市民的法制觀念逐漸增強，不再容易受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政客的唆擺。
而且，經歷過去多年的紛紛擾擾後，香港人對太政治化的議題已不再有
興趣，民心思定彰彰明甚，任何逆民意而行的舉動都不得人心，而嘩眾
取寵的政客必自取其辱。

特首補選任期是關乎香港管治的大問題，絕對不容有失。有些人對
基本法某些條文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現不同的意見，這並不奇怪，正
因如此，才更加顯出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某些政客、大狀總別有用
心地為釋法扣上破壞「『一國兩制』，干預司法，破壞香港法治」的大帽
子，根本是在危言聳聽。 （下轉第5版）

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會
見考察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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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豐德資本有限公司在考察期間與南京市有關部門簽

署價值逾百億的不良資產處置框架協議。豐德資本有限公司

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席高敬德表示，目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

不良資產數額已逾萬億人民幣，如何處置好這些不良資產，

的確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良資產倘若不及時處置或者不

處置，將會令其價值加速流失，處置的時間越遲，價格就越

低，付出的代價必會越高。縱觀國際市場，韓國、日本、泰

國和台灣等亞洲國家和地區，早已開放不良資產海外招標，

引進外商收購不良資產，這已成為國際慣例。中國國有商業

銀行應按照國際慣例，對不良資產進行及時處置，才能真正

做到與國際接軌。所以，開放不良資產的投資問題，應引起

中國銀行業的高度重視並加以嚴肅考慮。

江蘇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委書記羅志

軍、市長蔣宏坤、市政協主席汪正生、副市

長靳道強等於4月1日晚上會見及宴請香港

商界考察團。

羅志軍書記指出，港商一向都有在南

京投資，香港和南京有深厚的合作基礎，尤

其是CEPA簽署之後，香港與南京的合作關

係越來越緊密。他說，香港是南京的第一大

投資夥伴，投資項目、合同港資、實際利用

港資數目均居來寧投資國家及地區的第一

位。羅志軍向考察團介紹南京近年和未來的

發展情況，包括將於5月通車的地鐵和將於

9月落成的長江三橋。

他表示，南京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南

京市政府是服務型的政府，南京還擁有良好

的投資環境；他歡迎考察團成員在南京投

資，希望有更多項目在南京落地，並取得更

好的回報。

高敬德團長認為，南京至少在四大領

域有潛可挖，包括國有企業不良資產處置，

基礎設施建設、工業製造業改造提升，金

融、旅遊、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發展。

考察南京江寧開發區 王永樂觀看手機製作流程 團員參觀中山陵並留影
林廣兆、林燁、張賽

娥、張國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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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德向南京市委
贈送紀念品，羅志
軍書記代表接受

高敬德向南京
市政府贈送紀
念品，蔣宏坤
市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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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晚上，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百忙中在南京金陵飯店鐘山廳會見考察團

一行。對於考察團抵達首站淮安並簽下多份合作協議，李書記再三表示感謝。他透

露，江蘇省將全力加快蘇北發展，振興蘇北已列為江蘇省的重要工作策略。去年江

蘇省對蘇北幾個城市的資金扶持達到88億元，但對蘇北光輸血是不夠的，要強化蘇

北本身的造血能力，就要有企業生產拉動。

提及蘇北的引資優勢，李源潮說，自己是蘇北人，深知蘇北不缺地、不缺電、

人力豐富、工資便宜，若抓住產業轉移、交通便利、勞動資源豐富的優勢，此時投

資蘇北可謂得盡天時地利人和。他希望香港商界能在江蘇找到適合發展的機會，而

江蘇省委、省政府以及各有關部門將全力為來江蘇投資的港商提供便利。得知考察

團團長高敬德等在考察期間向淮安市漣水縣、金湖縣捐資200萬元人民幣，支持當

地的教育發展，老家在漣水縣的李源潮當即代表家鄉人民表示感謝。

考察團總顧問、全國政協秘書長鄭萬通表示，此行有數十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

國政協委員參加，盡管行程緊湊、時間緊張，但成果豐厚，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接

下來的是加緊推進雙方合作項目的落地和落實。

團長高敬德表示，今次赴江蘇考察投資已策劃了好幾個月，大家親身來到淮安

和南京大有收穫，雙方談得很投入，積極尋求合作空間。雖然目前蘇北與江蘇的經

濟社會發展狀況有差距，但後發潛力不可小覷。

參加會見的江蘇省領導有：省政協主席許仲林，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羅志

軍，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林祥國，省政協副主席黃因慧，省發展改革委

員會主任錢志新，省外事辦主任王華，省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任懿奇，省對外經

濟貿易合作廳副廳長趙進等。

施祥鵬向李源
潮敬酒

周安達源與李源潮 高敬德等與李源潮、羅志軍合影 施展熊伉儷與李源潮 計佑銘與鄭萬通密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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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互贈紀念品時，李源潮指 薄

薄一層的南京雲錦《金絲龍繡》說，

《紅樓夢》中的江寧織造府就在南京，

南京雲錦過去是皇家專利，為做官階標

示所用，不過現在普通人也能用了，南

京雲錦目前正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類

遺產。無獨有偶，考察團回贈的禮品也

是「金龍」，鄭萬通順勢獻上吉言，願

江蘇和金龍一樣騰飛。



4

考察團非常關注蘇北地區的教育事業，高敬德連同

梁志敏、黃光苗、陳永弟和余偉業合共捐款200萬元人

民幣於漣水縣和金湖縣，支持當地發展教育事業。

淮安市地處蘇北地區，屬於經濟次發達城市，但令

考察團成員感動的是，其教育事業的發展卻媲美發達地

區的城市。據悉當地人不論多貧窮，都要想方設法讓孩

子上學。普通家庭的孩子教育程度都有中學水平。考察

團參觀了漣水縣和金湖縣兩間學校，從學校的校舍建設

到教育設施都達到了大城市的水準。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淮安大力推動教育發展，既彰顯了淮安市深厚的文

化底蘊，也展示了淮安市「以教興市」的美好前景。

淮安市委書記丁解民，市長樊金龍，市政

協主席陳從亮，市委常委兼常務副市長王向

明，市委常委兼市委秘書長陳洪玉，副市長陳

傑、周云飛，副市長兼楚州區書記劉有超等淮

安市主要領導於3月29日會見並宴請香港商界

考察團。

丁解民書記說，由孫懷山先生牽線搭橋、

高敬德先生精心組織策劃的香港商界知名企業

家淮安考察團的光臨，給淮安古城增加了無限

光彩。淮安是歷史名城，也是新中國開國總理

周恩來的故鄉，沐浴 改革開放的春風，近年

來經濟社會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去年全市實現

500億GDP，財政收入實現63.4億元，在全國

200個城市綜合競爭力中排名第62位。淮安要

加快發展，就要堅持對外開放，從市外、境外

引進包括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在內的各

類生產要素，使這些生產要素集聚淮安，從而

推動淮安快速發展。

他指出，淮安與香港在經貿、科技、金

融、商業、旅遊、文化和衛生等許多領域具有

廣闊的合作空間。在目前經濟發達地區競爭日

益激烈、要素價格偏高以致投資成本上升形勢

下，香港的企業家來淮安投資是一個低風險、

高回報、有遠見的正確選擇。他希望考察團成

員透過淮安市投資環境及產業推介會和三天多

的考察，與淮安架起友誼的橋樑，建立聯係的

紐帶，奠定合作的基礎。他並希望考察團成員

尋找到與淮安投資合作的最佳結合點，共謀發

展，實現「雙贏」。

高敬德團長代表考察團企業家表達投資淮

安的意願，希望能在淮安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向漣水縣捐款
考察團向周總理獻花籃 劉宇新、施展熊伉儷、趙東科在周總理故居合

影 王向明常務副市長介
紹投資情況

向
金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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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考察團成員與淮安市領導合影

高敬德向淮安
市委、市政府
致送紀念品，
由 丁 解 民 書
記、樊金龍市
長接受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4月3日在會所舉行座談
會，紀念基本法頒布15周年。與會者紛紛發言表
示，進一步認識和學習基本法的一個重點，就是對
基本法規定的新憲制加深認識。基本法是香港特區
制度和政策的依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其法
律地位高於特區制定的法律。

針對目前補選特首任期的爭拗，多位法學專家
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或再次
釋法，以化解香港可能出現的憲制危機，無疑是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有力保障。新特首若不能
依法如期產生，「一國兩制」勢將受到巨大衝擊，
本港社會付出的代價將不僅是經濟方面的，社會和
諧穩定與民主發展步伐也會嚴重受損。

座談會由會長謝緯武主持。基本法研究中心執
行董事黃江天博士、法學專家宋小莊博士、鄭國杰
博士作重點發言。理事長張詩劍，常務副理事長兼
秘書長吳士樑，副會長李遠榮、戴方，副理事長林
奮儀、林淑明、陳娟、張帆，永遠會長辛樹華、陳
榮燦，顧問梁自強、溫燦昌、王修齡，副秘書長吳
海雲、盼耕、陳權康近30人出席了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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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西九」龐大的「文化地標」區尚在諮詢期間，香港

政府康文署署長王倩儀就明確覆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潘耀明

說：「署方暫時沒有計劃建立一所香港文學館。」所以文化界

質疑，這是一種假諮詢。

因此，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理事長兼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張

詩劍，文化總會監事長兼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會長謝緯武，

以及代表上述文化、文學、藝術團體的數十個屬會負責人和作

家，曾到歷史博物館參觀三家招標的模型，找不到「文學」二

字影子，除了「文娛」還是「文娛」，都感到這是咄咄怪事。

他們也曾多次獲得通知，出席多次諮詢研討會，代表們明

確指出：一是「西九」計劃應該支持，但外殼與內涵都要提高

到「大文化」的層次；二是要正名為「香港文藝城」，而不是

「文娛藝術區」，以區別現有各區的「文娛」設施，或變成類似

「迪士尼樂園」；三是在多個博物館中，目前欠缺的文學博物

館應給予立錐之地，目前已有的電影館、戲劇館、藝術館以及

大小演藝場館，不妨羅列而建，但不可沒有文學館。

而文學是文藝之本，是原創，是靈魂。例如金庸的原創小

說是文學，改編成電影劇本仍屬文學，第三步才形成電影，不

能忘了前者的「本本」。再如，所有中外文學名著，如果沒有

原著《紅樓夢》或莎士比亞劇本，哪有同名的電影或電視劇？

他們的呼籲，儘管獲得台下數百文化人的雷動掌聲，但在

位的官員「回應」都是「顧左右而言他」，把圖書館、書店當

成文學館，這是無視文學或是無知。不讓文學有個殿堂，就令

文學成為無主的遊魂，易被外人誤認為香港「沒有文學」，進

而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因此，文學藝術界已發起千人簽名，將呈送曾承諾「西九

發展須尊重民意」的署理特首曾蔭權先生，希望他能出來主持

公道，文化事業不可偏廢。西九的「香港文藝城」應該是外殼

創新、內涵豐富的香港文化地標，才可名揚亞太。

(張詩劍)

基本法清楚寫明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
有解釋權，而人大常委會行使這個權利，對基本
法當中不清晰的地方進行解釋，這是合法合憲、
天經地義的，怎麼能說是違反法治、損害「一國
兩制」和司法獨立呢？難道任由香港社會爭論不
斷，亂象紛呈，那才符合香港利益嗎？基本法解
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遵循經人大常委會解釋
的法律則屬於本港法院的權力，這是基本的法律
常識，完全沒有必要再糾纏不清。

◆新特首面對兩大任務◆

目前，各界應該通過溝通增進了解，以客
觀、理性的態度看待人大釋法，確保新特首順利
在7月10日產生，確保香港特區政府運作順利。過
去，香港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那麼多的爭論，皆因
特區政府在宣傳基本法方面做得不夠，所以，新
特首上任後，必須吸取這個教訓，全力推廣基本
法，務必使人人認識基本法，人人建立正確的法
制觀念，真正維護法治和「一國兩制」，這樣才能
有效平息爭拗，締造和諧的社會氛圍，有利政府
施政，並且有效地推動香港政制和民主發展。

當然，政制發展是離不開經濟繁榮這個基石
的，要更有效加快民主步伐，歸根結底還是必須
先搞好經濟，因此特區政府新的領導班子接下來
要做的就是全面振興經濟，努力激活發展後勁和
發掘新增長點，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以保持香港
在亞太地區乃至國際上的領先地位。

（上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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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節期間，香港中

華文化總會主辦了一場別開

生面，頗具特色的港‧泉少

兒才藝表演。香港雅樂藝術

團兒少部與專程來港的泉州

少兒才藝訪問團在奧海城藝

之星演奏廳同台演出，其中

包括9歲的全國十佳優秀女歌

手杜鍶及多名才藝出色的小朋友。

小明星們載歌載舞，襯以器樂演奏、朗誦等才藝表演，清新的風貌及精彩的演

繹，獲得陣陣熱烈的掌聲。這場演出，展現了兩地少兒少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才

藝濃與淡、嬌與美的自然融合，由此體現了中華文化無與倫比的磨合力和凝聚力。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兼理事長張詩劍，副理事長盼耕，香港中華中醫院院

長方耀擔任晚會主禮嘉賓。張詩劍讚賞並祝泉港兩地少兒的交流表演成功。他希望

今後兩地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和合作。方耀博士表示，適值其創建的香港中華中醫

院成立33周年之際，能參與是次活動深感欣慰。

晚會由鄧詩綿、林智育策劃。身兼藝術總監的鄧詩綿表示，泉港兩地少兒首次

攜手合作，為兩地少兒提供互相交流、互相學習的機會，同時透過弘揚中華文化，

推廣民族國樂，開創了泉港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新詩散文朗誦比賽反應熱烈
為提高全港中小學生的普通話朗誦能力，及透

過比賽的誦材，進一步培養中小學生對中華文化的
愛好，文總會所屬普通話教師學會連同香港中華文
化總會、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繼續舉辦「第五屆全港
新詩散文普通話朗誦比賽」，今年報名人數非常踴
躍，約三千多人參加比賽。

香港作家詩文朗誦比賽開鑼
為展示香港文采及提升專業朗誦水平，文總會

所屬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連同香港文學促進協
會、香港文學報、香港文藝報、世界詩人將舉辦
「首屆香港作家詩文朗誦比賽」，歡迎個人、學校、
團體參加，4月30日截止報名。

黃柱河書法展移師東莞桂林
「黃柱河唯美書法展」繼去年12月假香港中環

大會堂展覽館成功舉行后，今年上半年,「黃柱河唯
美書法展」移師到東莞和風景秀麗的桂林展出。

另外，北京書法家協會網站最近建立網上書法
展覽館，專誠邀請黃柱河提供書法作品，並定為首
位於該網站上展覽書法作品之書法家。

北京書法家協會網址：www.bjcan.com

南亞海嘯一場世紀大災難，掠奪了超過23萬
條人命。天災無情，人間有愛。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向會員發出賑災的呼籲，得到良好的反應。

儘管大部分會員已在其他場合或向其他機構
捐過款，出過力，但為善最樂，他們對總會的呼
籲仍然積極響應。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短短時間內
共籌得十二万九千七百港元善款，並已將這批善
款交由香港紅十字會代轉南亞災區。

捐款者包括：總會副會長、世茂集團主席許
榮茂捐$100,000；名譽會長、榮利集團主席盧文
端捐$10,000；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捐
$5,000；名譽會長、新恆基集團總裁黃燦光捐
$2,000；副會長、正大企業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林家禮捐$1,000；名譽會長、中遠（香港）集
團副總裁周連成捐$800；顧問陳榮燦捐$300。捐
$1,000的團體會員有：香港普通話朗誦學會會長
賈立成、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會長向壘；捐
$800的有：普通話教師學會會長陳明娟；捐$500
的有：香港文學促進協會、香港雅樂藝術團、波
希兒童合唱團、香港八和京劇雅集、香港特區越
劇院、新聲國樂團、至善畫會會長吳健森、香港
民族藝術團團長張琪朗、副秘書長徐燕；捐$300

的有：香港硬筆書法協會會長黃柱河、副監事長陳權康、
林璟陶；捐$200的有：香港中國陶藝研究會、連傑；捐
$100的有：東方文化藝術交流社、香港越劇藝術研究會、
海燕普通話宣教學會、香港書評家協會、香港中國陶藝研
究會長莊偉祥、木蘭歌舞團團長顏木蘭、香港紫荊藝術團
團長楊榮華、副秘書長莊健強等。

另外，總會所屬香港中國陶藝研究會並捐出中國著名
工藝美術家劉傳先生所造的石灣人物—羅漢像一尊作慈善
義賣，籌得善款一千二百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所
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
和香港文學促進協會於4
月15日至17日組團前往
番禺、順德、珠海春遊采
風。

該團顧問張紹瑞(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
古松，團長張詩劍，副團
長吳士樑、巴桐、盼耕，秘書長吳士樑(兼)，副秘書長張繼春、林燁、李遠榮、
陳權康。團員共40人。

4月15日，采風團前往番禺，遊覽集清宮文化、嶺南古建築、古園林藝術、
珠三角水鄉特色於一體的寶墨園，欣賞驚世之作、反映北宋繁華景象62.8米長的
瓷塑《清明上河圖》。繼而又到順德，遊覽縱觀開闊的廣東城鄉最大的中心廣場─
德勝廣場、牌坊。16日，雖然天不作美，下了一陣大雨，但團友遊興不減，冒雨
遊覽順德寶林寺。該寺依山而建，氣勢雄偉，始建於五代後梁，改革開放後遷了
新址，佔地八萬平方米，有九龍壁、九龍大香鼎、五百貼金羅漢等景點。午後前
往珠海，參加全國詩歌朗誦會珠海主會場舉辦的「春天送你一首詩」活動。中國
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作協副主席陳建功、著名詩人舒婷等都參加了這次朗誦
會。本團作為嘉賓，應邀出席。會後，采風團還拜訪了《人民文學》主編韓作
榮、《詩刊》執行副主編葉延濱，並進行文學交流。17日，遊覽梅溪牌坊旅遊
區，它以清朝末期的第一任夏威夷領事、華僑百萬富翁陳芳故居和梅溪石牌坊為
建築主體，以「陳芳家史展」、「中國牌坊精品展」等為展覽內容，是一個集名人
紀念、民俗博覽、觀光休閒為一體的旅遊勝地。

三天的行程，獲益良多。既看到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一日千里的巨變，
又領略了華南地區的民俗風情，其樂無窮。這次作家采風之行，人數之多創了紀
錄，難得的是團友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大大地增進了感情。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心
願：希望每年都舉辦一次采風活動。 (李遠榮)

於順德寶林寺合影留念

晚會後嘉賓和演員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