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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領導集體心繫人民 帶領國家邁向民族復興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習近平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選舉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
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順利誕生，體現了中共權力交
接制度日趨健全與完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與共和國共同成長，經歷了新中國的風風雨雨。
他們都有過上山下鄉當知青或在基層工作的經歷，他們的背景是和中國社會底層直接聯繫起來
的，他們的血液裡充滿理想性、信仰感和道德感，但也更務實、更關注基層社會問題，這奠定了
他們以後非常重要的從政基礎。習總書記說得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
標。」人民嚮往更好的生活，總書記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心繫人民，這是中國走上富民強國道
路最深厚的民意基礎和最有力的領導力量。習近平主管過港澳事務，了解香港問題。香港市民相
信，習近平出任最高領導人，對推動香港未來發展，將產生更加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上山下鄉養成腳踏實地自強不息品格
習近平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上山下鄉使他形成了
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
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
苦生活，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而後無論遇到什麼困
難，只要想起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做事情，就有
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敢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
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習近平後來進入清華大
學學習，之後的二十多年，他從最早期的縣委副書記，
到副市長、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
等，經歷了中國多個地方的歷練。
與習近平一樣，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都有 與新中國
脈搏一起跳動的履歷。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
山有過上山下鄉當知青的經歷，俞正聲、劉雲山、張高
麗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歷，這使他們既對基層群眾具有

深厚感情，又深刻了解中國國情。他們的高等教育背
景，以及從政後的多方面磨礪，又使他們具有廣闊的國
際視野和大國博弈的智慧與技巧。在中華民族邁向全面
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相
信，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有經驗、有智慧、有見地、有
謀略、有才幹、有能力、有魄力、有定力、有親和力、
有號召力，一定能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再創第二個黃金
十年的歷史輝煌，為人類社會、為世界文明做出更加偉
大的歷史貢獻。

香港和海外對新領導集體充滿期待
海外輿論對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替平穩進行給予高度關
注，將此視作中國新發展階段的開端，也對新領導層執
政政策充滿期待。美聯社報道稱，習近平以及新領導集
體中的教育背景，使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新領導集體的思
想更加開放。習近平主管過港澳事務，了解香港問題。

香港市民相信，習近平出任最高領導人，對推動香港未
來發展，將產生更加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人民的嚮往就是執政奮鬥目標
習近平首次以中共總書記身份面對全球媒體，面帶微
笑介紹新一屆領導班子，細數中國共產黨過去如何帶領中
國發展，並動之以情地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的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我們的總
書記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心繫人民，這是中國走上富
民強國道路最深厚的民意基礎和最有力的領導力量。
回望過去中國成功的故事，西方模式以兩、三百年解
決10億人的發展問題，而中國道路在30年間使4億人脫
貧、13億人走向現代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
率超過20%。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甚至認為：「能解讀中
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十八大報告首次
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
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充分體現了富民才能強國的安
邦治國之道。把十年收入翻番明確列入小康社會建設目
標，這是第一次。時間、收入都被具體量化了，使民眾
對於經濟的改革認知更加具象，更加可感，亦更加清
晰。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指出：英國用了58年、美國
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每人平均實際收入增
加一倍。而中國將用10年實現這一目標，是人類歷史上
的奇跡。法國《歐洲時報》的評論說：「這表明中共在
實現『國富』之後，正致力於開啟『民富』的時代。這
對於中國實現經濟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描繪光明前景 勇對嚴峻考驗
一方面，改革開放30多年成就巨大，為中華民族的偉

反對派千項修訂
「長津」撥款今難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再
次舉行連續3節共6小時的會議，繼續審議特區政府提出的

25.75億元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由於反對派已事
先聲明，今日會提出逾千條「垃圾修訂」來「拉布」
，建制
派議員對今日會議能否通過撥款申請不存厚望，並估計撥款
能否通過，最快也要到下周五會議才較明朗。為免40萬合資

■民建聯灣仔區議員李
君頤向市民解釋政策。

格長者再次因反對派「拉布」而失去本月應得的「長津」
，
民建聯今日會在財委會舉行前向議員遞交在全港收集所得、

■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葉傲冬在
街頭呼籲市民簽名。

要求議員不要再「拉布」的簽名。

反 申請時肆意「拉布」，有關撥款未能如期於

連11月的特惠津貼也會「見財化水」，即總共損
失2個月共2,200元。

上月通過，已令全港40萬合資格長者失去了1,100
元的「特惠津貼」；儘管立會財務委員會於上周
五連續舉行了3節超過6小時的會議，討論長者生
活津貼的撥款申請，但曾聲言不會「問完又問」
的公民黨、民主黨及工黨等反對派政黨及政團的
議員紛紛食言，在會上重複提問，令會議浪費超
過6小時後，仍未進入審議由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提出的逾千條「垃圾修訂」的階段。

譚耀宗：11月津貼不樂觀

對派在上月財委會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

40萬長者恐失2,200元
財委會今日會再連續舉行3節共6小時會議，再
度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但反對派
仍未放棄「企硬玩 」的立場。財委會主席張宇
人早前就估計，由於財委會處理逾千條修訂，最
少要花33小時，故對有關撥款申請可於月內通過
不感樂觀，意味40萬合資格長者在失去10月的
1,100元特惠津貼後，更可能因反對派繼續阻撓，

地「拉布」，但立法會秘書處當時回覆，議員不
可以提出「即時表決」的動議，以免「扼殺」其
他議員提出修訂的權利。
他批評，反對派在是次審議長津期間打出所謂
「拉布抗惡法」的口號，但「長津」絕非惡法，
反對派的「拉布」已令很多地區上的長者感到很
不耐煩，反對派今日倘繼續「拉布」，只會自招
損失。不過，自己已有心理準備，要為此繼續
「長期鬥爭」
。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
示，以財委會2個小時處理70項修訂的速度計
算，今日6個小時的會議絕無法完成處理反對派
提出的過千項修訂，而按慣例，財委會會安排在
周五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後舉行，但下周五、即11
月最後一星期五將會舉行特別內會，屆時會邀請
今財會前請願交市民簽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及回應議員的提問，財
委會會議將被推遲，加上議員未必願意「馬拉松
為讓「長津」能早日落實，令40萬名資格長者
式開會」，故對財委會能否於月內通過「長津」 及早受惠，民建聯於本周舉行了全港簽名運動，
的撥款申請不感樂觀。
並於今日財委會舉行前請願，向議員遞交市民簽
名，要求財委會應先通過政府的長者生活津貼計
田北辰：阻德政自招損
劃撥款申請，待計劃落實後始再檢討包括資產上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昨日透露，自己在財 限等各項有關安排。同日，公民力量各區議員亦
委會審議有關撥款申請初期，有意在會議舉行前 會到立法會大樓向各議員請願，要求盡快通過有
就提出「即時表決」的動議，以免反對派無休止 關的撥款申請。

謝偉銓倡少起商場增建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3名無黨
派議員，包括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謝偉
銓，醫學界的梁家騮及保險界的陳健波，昨日與
特首梁振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面，提出他們
對新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謝偉銓
透露，針對土地供應的問題，他在會上提出政府
應放寬興建住宅和商業設施的比例，容許發展商
「少建商業設施，多建住宅單位」
，在不影響整體
地積比率下增加住宅土地供應。
立法會3名無黨派議員昨日與梁振英及曾俊華會
面約1小時。謝偉銓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
時表示，他在會上向梁振英建議，當局應放寬地
皮興建住宅和商業設施比例，容許發展商興建較
少的商業設施，改為興建更多住宅單位，在不影
響整體地積比率下增加興建住宅的土地供應。
他又指，新界目前不少土地的地積比率太低，
僅得0.4，建議調高至2，令「一幅地等如5幅
地」，「那些地用來興建花園別墅，又不是特別
大，能夠享受的人又太少」，又引述梁振英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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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這個方向，並會進一步研究。
謝偉銓並向梁振英提出，應改變目前的房屋資
助模式，坦言近年已很少人以綠表購買居屋，反
映居屋已經不吸引，政府應該研究資助房屋的新
形式。此外，他又建議當局改變減免大學學費貸
款還款額的方式，津貼大學畢業生到內地工作，
協助年輕人克服回內地工作薪酬較留在香港工作
為低的難題。

梁家騮促增私院服務
梁家騮則在會面中向梁振英指出，社會對私家
醫院床位存在需求，建議政府增加私院服務，考
慮到日前審計署的報告，政府要留意撥出土地面
積，不用撥出太大塊地皮，又向對方羅列數據，
指非本地人只佔現時私營醫療巿場生意5%，故毋
須擔心增加私立醫院會被指「偏袒」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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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復興奠定了雄厚的
基礎；另一方面，由
於中國工業化和現代
化步伐加快，使得在
西方100年乃至幾百
年進程中漸漸顯現出
來的問題，在中國幾十年中集中地暴露出來。經濟問
題、社會問題、腐敗問題、貧富懸殊、生態問題，黨外
問題、黨內問題，相繼出現，累積疊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 許多嚴
峻挑戰，黨內存在 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
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
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
來。習近平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同
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
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
眾，使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
領導核心。
西方有輿論將中共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
是缺乏一種催人奮進的理想來激發其成員勝任於公共服
務並忍受個人犧牲；一個是腐敗可能增長到危害中共的
道德權威和紀律的程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既充滿催
人奮進的理想和使命感，又對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充滿
警醒和堅定。全國人民相信，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一定
會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
奮鬥，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
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奮力邁進，
把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努力向歷
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11月14日（倫敦時間）
繼續在英國倫敦的訪問行
程。在出席英國皇家特許測
量師學會舉辦的午宴時，林
鄭月娥獲學會頒授榮譽會
員，表揚她出任發展局局長
期間對香港在發展土地、物
業及建造業方面的貢獻。
在當日午宴上，林鄭月娥
向在場約80名當地基建界別
的專業人士，簡介了香港在
多個項目的最新發展，包括
西九文化區、啟德發展計劃、起動九龍東、共建維港、興建
第三條跑道、多項跨境道路及鐵路工程、環保建築及文物保
育等。

訪蘇富比學院商合作
上午，她到為有志於藝術和相關領域拓展事業的人士提供
培訓及教育課程的頂尖藝術機構—蘇富比藝術學院，與總
監Jos Hackforth-Jones會面，探討該學院在香港提供藝術培訓
及教育的合作，又參觀了英國知名的白立方畫廊。
其後，林鄭月娥與倫敦金融城市長葛若杰會面，並就香港
與倫敦金融城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交換意見，特別是航運
及法律服務的範疇，又於下午出席英國董事學會倫敦分會舉
辦的研討會（上圖）
，並向在場約130位與會者概述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及在CEPA下的機遇。
她傍晚與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葛霖勳爵一同出席香港
貿易發展局周年晚宴前，與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會面，就雙
方在各方面的合作交換了意見，並於晚宴上向330多名賓客
發表主題演講，闡述香港在經濟及社會上的最新發展。

特首待訴訟後再釋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指控特首梁
振英在僭建問題上作出「失實陳
述」的選舉呈請，已被特區終審
法院否決，各政黨要求梁振英兌
現其公開承諾，在有關的司法訴
訟結束後交代事件。

特首辦昨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重申，行政長官已承諾會在訴訟
完結後，就僭建事件作出全面交
代，惟行政長官在徵詢法律意見
後，認為目前仍有部分待決訴訟
正等待法院處理，故現階段暫未
能作出回應。

葉太又收口靚 位位皆尖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匯賢智庫和新民黨「兩位一體」
，
近年為特區政府「貢獻」了多位
年輕才俊，包括曾任特首辦特別
助理、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政治助理的陳岳鵬，及任教育
局局長政治助理的施俊輝等。不
過，匯賢智庫、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無懼「被挖角」
，於昨日向傳
媒介紹其新助手，包括來自康乃
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劍橋
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等
「名牌」學府的尖子。

葉劉淑儀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
介紹了自己的最新一批助手，大
多來自外國名牌大學，並以男性
為主。葉太笑說，自己並非獨愛
男士，下周一還會有一名來自劍
橋大學的女孩子正式上班。被問
及會否擔心政府再「挖角」時，
她則笑言自己不會「太張揚」
，隨
後正色道：「我不怕人才流失。
身為年輕人，不能夠成世人都打
死一份工。不過，我希望他們有
甚麼抱負和想法，都應該先和我
商量，讓我可以及早安排。」

金融達人入中策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委任資深經
濟和金融專才何燕飛擔任中央政
策組全職顧問。在上任後，何燕
飛將協助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
向特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
長就不同的公共政策課題提供意
見，尤其是關於經濟發展策略、
金融業發展、產業發展及與內地

經濟合作的課題。
何燕飛曾任職公營及私營機
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
Pinnacle Associates Limited和美林
集團。任職特區土地基金期間，
她運用其專業知識，為土地基金
定下投資策略，又對研究和分析
產業發展和跨國企業，包括在內
地的發展有豐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