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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帶動經濟 ˙ 專業改善民生
Business drives economy, Professionalism improves livelihood

創立 ˙ 宗旨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於 2012 年 10 月，由一群理念相近的工商及專業界人士創立，以「工
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為理念，團結香港，凝聚各界力量，推動社會多元發展，為
下一代的未來打造基礎，建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與廣大市民溝通的橋樑，為香港的長遠
發展出謀獻策，為港人的福祉做實事。

Vision and Missio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Alliance for Hong Kong (BPA) are formed in October
2012. We are a group of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fields who share similar values and philosophies on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We aim to create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of our next generation and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connecting business and industry sectors,
profession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ur goal is to drive forward Hong Kong’s economy
throug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o help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We will offer suggestions for the long-term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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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主席的話

莎

士比亞有句著名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就今日的香港而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保持繁榮穩定是必須要 to be 的，而不能 not to be。經民聯正
是秉持這一宗旨，與香港市民和各界攜手同行，榮辱與共。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香港經濟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
挑戰。歷史證明，「東方之珠」是靠振興商業而發展起來的。
今天要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和旅遊中心的地位，
發揮工商業優勢和潛力不可或缺。發展經濟，就不能整天深陷
於政治爭拗當中，凡事泛政治化，而要發揚「逆境自強、拼搏
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刻苦奮鬥、關懷互助」
的獅子山精神，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奮發有為。

   一位朋友曾同我講，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香港
發展最後的機會。本人深表贊同。經民聯是團結全港工商、專
業團體並為其發聲的議會政團，我們會繼續堅持自身定位，不
僅要充當好工商界與市民溝通的橋樑，而且要積極向特區政府
建言獻策，堅守香港核心價值，特別是掌握好國家「十三五」
規劃下的戰略機遇，發揮特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
「超級聯繫人」作用，為包括年輕人在內的香港市民帶來更多
福祉和事業發展機會。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對家鄉的這片土地充滿感情。本人
衷心希望各位朋友能一如既往支持經民聯，多向我們提出寶貴
意見和建議，也希望您能喜歡經民聯新會刊《經民天地》，她
能成為您我溝通的新平台。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會主席
林建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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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在

龍舟競渡的美好時節，經民聯會刊《經民天地》與大家
見面了。我真誠希望，她能成為連接經民聯與香港商界

和各界友好、以及普羅市民之間的橋樑。

   轉眼間，經民聯成立至今已三年半。期間，我們一直秉持
「工商帶動專業，經濟改善民生」之宗旨，傾聽工商界和基層
市民聲音，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制向前邁進、為構建香港
這個家而努力。

   近年，全球經濟日趨複雜嚴峻，香港社會也變得泛政治化
和激進化，不少事件議題被對立的黨派利用為互相攻訐的話柄，
在可見的將來，相信這種局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社會內耗、
蹉跎歲月，令人婉惜。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更需要凝聚力量，
捍衛核心價值，才能夠攜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政治紛擾
的社會中，如何讓本港的經濟和民生減少干擾，有效發展，會
是我們未來重點思考的課題。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青於老鳳聲」。青年是我們的未
來。經民聯十分重視青年工作，注重培養青年才俊上位接班。
今後，我們將繼續海納百川，愛才用才，吸收新血，讓經民聯
行高致遠。

   祈願更多舊雨新知與我們同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梁君彥

3

Foreword by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I

n Shakespeare’s “Hamlet”, the famous playwright has one of his characters'
declare: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Applying it to Hong Kong’s
current situ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ivelihood improvement, as well as
preserving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should undoubtedly fall under the “to be”
category, while “not to be” is never the answer. Upholding this tenet, BPA goes hand
in hand,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ith every sector and the Hong Kong public.
Today, Hong Kong’s economy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within the
feebl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Hong Kong’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trade, shipping, and tourism,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potential in the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sectors, which was also proved to be the key of success for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For the sak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disputes destroying the fabric of our
society day by day must be stopped as well. Instead, let us embrace the Lion Rock
Spirit of yesteryear, fearlessly adopting self-strengthening, struggling, flexibility,
innovation, optimism, diligence and reciprocal help -- all of which provide incentives
to firmly grasp the chance to strive for renewe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arning voic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last chance
for Hong Kong’s development, which I can hardly dispute. As a political group being
united with the industrial,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ctors, the BPA will keep on
airing their concerns and providing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these
secto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y upholding the core values of Hong Kong, we will
make further policy suggestions to the HKSAR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seiz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and unleashing
the unique regional role of the HKSAR as the “super-connector” advancing China’s
economy and her open door policy. Hong Kong citizen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stand to benefit from all these by the general betterment of their livelihood and
career prospect.
Hong Kong is our home, and we have affection for its very soil and soul. I sincerely
hope everyone to support the BPA as usual by providing your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I also wish that everyone would enjoy the BPA’s newly published
newsletter, as a new platform for our furthe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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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am Kin-ngok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Chairman's Message
he first volume of the BPA’s newsletter comes out during the che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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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就今日的香港而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
industry sector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in Hong Kong.

莎

T

持繁榮穩定是必須要 to be 的，而不能 not to be。經民聯正是

秉持這一宗旨，與香港市民和各界攜手同行，榮辱與共。
In a flash, the BPA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ove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Our goal is to drive forward Hong Kong’s economy through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o help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香港經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Listening carefully to the voice
挑戰。歷史證明，「東方之珠」是靠振興商業而發展起來的。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 make every effort to foster economic and social
今天要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和旅遊中心的地位，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dvancement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Hong
Kong, our treasured home city.
發揮工商業優勢和潛力不可或缺。發展經濟，就不能整天深陷
於政治爭拗當中，凡事泛政治化，而要發揚「逆境自強、拼搏

With a more severe economic situation in sight, Hong Kong society has

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刻苦奮鬥、關懷互助」
also become radicalized and politicized in recent years. Current affairs

were manipulated by parti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s
的獅子山精神，抓住難得的發展機遇，奮發有為。
a tool for mutual attack, which is likely to persis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 is regrettable to witness such internal discord and social idling. At this
   一位朋友曾同我講，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香港
critical moment, we need to unite and safeguard our core values in order
發展最後的機會。本人深表贊同。經民聯是團結全港工商、專
to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Pulling Hong
Kong out of the political chaos for the sake of effective development in
業團體并為其發聲的議會黨團，我們會繼續堅持自身定位，不
economy and livelihood would be our prime concern in the coming days.
僅要充當好工商界與市民溝通的橋梁，而且要積極向特區政府

建言獻策，堅守香港核心價值，特別是掌握好國家「十三五」
A Chinese poem described: “Lining the trails on the mountain are the

endless Paulownia flowers. The chirp of young phoenix is much brighter
規劃下的戰略機遇，發揮特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
than the old.” The future belongs to young people. The BP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youth development work and focuses on training
福祉和事業發展機會。
successors. From now on, we would continue to embrace diversity, cherish
brilliant individuals and invite them to join us, making the BPA a brighter
alliance than ever!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對家鄉的這片土地充滿感情。本人
「超級聯繫人」作用，為包括年輕人在內的香港市民帶來更多

衷心希望各位朋友能一如既往支持經民聯，多向我們提出寶貴

Wish you walk with us!

意見和建議，也希望您能喜歡經民聯新會刊《經民天地》，她
能成為您我溝通的新平台。

Andrew Leung Kwan-yuen
Chairman of 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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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架構
監事委員會

監事委員會主席

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林建岳博士

李大壯

立法會議員

主席

榮譽主席

副主席

梁君彥

劉皇發博士

林健鋒

副主席

副主席

秘書長

張華峰

盧偉國博士

石禮謙

梁美芬博士

區議員
新界東

九龍西
林村谷

李華光

西貢北

梁美芬

黃埔東

當然議員

張仁康

紅磡灣

梁婉婷

啟德北

沙田︰ 莫錦貴

愛俊

油尖旺︰ 黃舒明 #

新界西

旺角北

葵青︰ 李志強

長青

莊永燦

黃耀聰

華麗

深水埗︰ 林家輝

長沙灣

譚惠珍

安灝

陳國偉

石硤尾

長洲南

甄啟榮

下白田

離島︰ 鄺官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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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 左滙雄 #

大埔︰ 陳灶良

大南

梁文廣

富昌
#

該區區議會副主席

委員長訪港

梁君彥林健鋒向張德江反映中小企困境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
江 5 月份來港視察，於 5
月 18 日以酒會形式與行
政會議成員及十位立法會
議員會面，經民聯主席梁
君彥和副主席林健鋒獲邀
出席。會面期間，經民聯
向委員長反映香港經濟不
景、中小企經營困難等問
題，期望中央支持香港突
破困局，為香港打氣。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 ( 中 )、副主席張華峰 ( 左 ) 和盧偉國博士 ( 右 ) 認為，香
港專業服務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大有可為。

   梁君彥和林健鋒在當日酒會上與張德江委
員長會面交流，並向委員長反映香港目前的經
濟發展正面臨極大困難，不但累積多年的深層
次矛盾日益凸顯，而且經濟增長出現大幅下滑，
中小企經營舉步維艱，不少市民對經濟前景感
到憂慮。
   梁君彥和林健鋒在會面期間還向委員長遞

交信件，希望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振興經濟，
突破香港經濟困局，建議把香港打造成亞投行
財資中心，開放內地居民電子護照網上簽註赴
港遊等，盼望能夠帶動香港走出經濟困境。兩
人又向委員長呈送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於
2015 年牽頭成立的「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出版
的兩本專著：《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與競選工程》
和《「一帶一路」與香港》。

十大建議搶佔「一帶一路」商機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 ( 左二 ) 和副主席林健鋒 ( 左一 ) 會
見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後見記者，表示向委員長反映
了中小企經營困難等問題，建議中央支持香港發展。

因應張德江委員長在港強調香港在「一帶一
路」發展中擁有四大優勢，包括區位優勢、開放
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和文脈相承
的人文優勢，經民聯迅速於 5 月 20 日召開記者
會，指出香港應抓緊「一帶一路」戰略機遇，並
結合當前的經濟狀況提出了 10 項提振經濟的建
議，務求使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更大
作用，希望特區政府詳加考慮和採納。

經民聯提振經濟十大建議
1.

由政府牽頭，定期率團到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探討合作和發展機遇

2.

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多元旅遊平台，加強旅遊聯通

3.

在香港設立「一帶一路」仲裁中心，發揮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優勢

4.

重啟「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扶助中小微企，保障基層就業，應對經濟下行風險

5.

爭取中央將香港明確定位為「一帶一路」戰略專業服務中心

6.

為研發開支訂立明確目標，繼續強化對企業投入創科的支援

7.

打造香港成為「一帶一路」人才培訓中心

8.

放寬按揭成數限制，讓樓市重回正軌

9.

將香港打造成「亞投行」主要營運中心

10. 盡快落實「深港通」，放寬中小券商內地設行及視頻開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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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專訪

梁君彥 關注港人

「笑唔出」

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市民快樂指數偏低，最近更有國際調查報
告顯示，香港「微笑指數」在全球各國排名包尾。港人「笑唔
出」，引起經民聯主席梁君彥 (Andrew) 的關注，他坦言自己
一直在思考有關問題，「除了社會、環境等議題，經民聯
也關心市民的心靈健康，我們希望政府能做多啲嘢令巿
民高興啲。」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希望政府關心市民的心靈健康，讓港人「笑多啲」。

世 後，但為何「微笑指數」都高於香港？「對
界上好多地方比香港窮、發展比香港落

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其他地方存在的問題其
實比香港更大，但他們會有地方盡情去放鬆。」
   Andrew 回想起自己年輕在德國實習時，「每
天收了工，就會去街邊攤檔買香腸，飲啤酒，
上了整天班，放工唞唞就充番電！」他又憶起
數十年前的「老香港」為三餐辛勤工作，環境
比現在差很多，但卻能保持心情舒暢，「放工
在街邊食碗雲吞麵已經好開心。」

只建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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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欠消閒場所

   但 如 今， 香 港 缺 少 了 讓 巿 民 工 餘「wind
down」的地方，「譬如在台北，夜晚有士林夜
巿、基隆夜巿等，見到逛夜巿啲人好開心。香
港成天建公園，但就缺少類似大眾化的消閒地
方。這些地方不一定要好高級，而是讓大家聚
下腳，成家人去夜巿食下嘢，食飽肚都喺三幾
百元，又有機會進行親子活動。」
   香港寸金尺土，能有地方讓市民「聚腳」？

Andrew 認為，其實香港可以做很多事情令市民
開心點。他表示，尖東海傍、觀塘碼頭都是開
設「夜巿」的好地方，「這些地方夜晚都是『靜
蠅蠅』，為何不讓市民在此拍下拖、帶下小朋
友散步？」他進一步指，開放不等於只有光禿
禿的路讓人行，而是做到有特色。「例如行幾
十步能有個地方讓人買下雪糕、買下咖啡、小
食等。」
   經民聯前年曾率先提議政府引入美食車，
但 Andrew 認為，政府目前的美食車計劃起點太
高，未能貼近巿民，「美食車我們支持，但不
是像現在政府所講咁高格調……要求的水準近
乎米芝蓮，價錢動輒一百幾十元一份，這些不
是大眾化。美食車應該賣本土的、大眾化的東
西。」

數十美食車

重塑「大笪地」

   「我覺得 ( 美食車 ) 應該整下牛雜、米綫、
炸下豆腐，有本地特色又價格相宜的美食」，
他說，每晚夜巿中，整整齊齊地停泊 30 至 50

部美食車，做出規模就能吸客，「做完夜晚第二朝
咪走囉，現在全港合共才十幾部當然不行。」
   除了夜巿美食，梁君彥也提出，香港其他文化
活動亦較少，建議政府推動街頭藝術文化發展、推
廣郊野戶外活動，「例如公園可以在適當時間讓後
生仔彈下結他，唱唱歌，或者 Choir 合唱等表演。
其他人就可以圍住聽下歌，後生仔不一定要花錢消

費，而是讓他們覺得有共鳴。」
   Andrew 直言，不是單靠這幾項提議，就能像
魔法般讓巿民重拾快樂「笑得出」。他認為現時香
港面對很多社會問題，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解決，但
至少可先讓社會發展貼近巿民日常需要，「如巿民
在工餘正能量多一點，看待事情便可正面一點，生
活也會愉快一點。」

勉勵青年外闖拓視野
   香港青年發展問題引起各界關注，有年輕人更
被指趨向偏激，不過 Andrew 認為，事實上「激」
的只有小部分人。他指出，年青人有衝勁、有很多
新的 idea，只要多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體驗生活，拓
寬視野，可助他們成就自己的人生。
   Andrew 年輕時在英國讀書，及後到瑞士和德
國實習，深深感受到國際視野對青年發展的重要
性。「除了感受當地風土人情，還思考當地一些事
件背後的原因，又會和香港比較兩地的分別，吸收
對方優點。」

   Andrew 又說，自己擔任職業訓練局主席期間，
每年都組織數百名香港學生與新加坡互訪。「大部
分學生都未出過門，他們住在當地家庭，感受當地
生活，到了臨別時大家都依依不捨，很多同學都話
睇嘢闊咗。」

學懂照顧自己尊重別人
   職訓局也設有獎學金資助年輕人到英法等國家
修讀設計等課程，Andrew 指，大家開始時都要面
對語言等難題，但慢慢便能克服，「去
完幾個月回來唔同哂」。
   他認為，這些經歷能令人急速成
長，學會獨立照顧自己，更學懂人情
世故，「我以前要自己處理學業問題、
人際關係等，明白很多事即使自己有
理，也未必能如願以償。是無奈，但
也要用正面態度處理，和尊重不同人
的意見。」

梁君彥經常勉勵年輕人要衝出
Comfort Zone，多往外闖拓寬視野。

自家減壓秘方
繁忙工作過後，打高爾夫球是 Andrew 的最
佳減壓方法，「打 Golf 好處是過程中能忘記任何
煩惱，因為你不忘記是打不到波的。」打完波鬆一鬆，
對未來一周要處理的事情便可處之泰然。「立法會常拉
布，有時做嘢做到忟，但一想到周末可以打波，心情都
會平靜啲，所以每個人都要找點事情讓自己鬆弛一下！」

梁君彥閒時最愛打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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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 服務商界

走在最前沿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
議員林健鋒早於上世紀八十
年初已開始到內地投資經商，
成為最早一批北上的「開荒
牛」，亦率先體驗港企在內
地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問題，
多年來奔走於香港和內地各
級部門，為港企排憂解難，
但凡有利商界的政策，事無
大小他都竭力爭取。他在接
受筆者採訪時自嘲自己的工
作範圍「上至行政立法、下
至掃把垃圾」，「絕不是叫
下口號、『抽下水』就可以
話自已代表商界。」

林健鋒的辦公室懸掛着他與各界人士的合照，每張照片背後都有一段他在政商界「打滾」的故事。

「作 困境，更要提出解決方法，以實際行

為商界代表，不但要知道商界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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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回應他們的訴求。」他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當時世貿組織 (WTO) 仍未成立，香港工業
生產力雖然較高，但在國際間面臨高昂稅制的問
題。為了讓港企享有較低的稅率，初出茅廬的林
健鋒聯同香港政府及工商界代表，每年遠赴歐美
等國，游說他們支持給予香港「最優惠國」待遇，
「最優惠國地位的稅率較低，對中小企很重要，
咁多年來，我們幾乎跑勻全世界。」
隨着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中小企紛紛北移，
「初到貴境」的港商們碰到很多「新鮮事」，
例如每當雨季來臨，或遇到收割期，在工廠內
上班的工人們就會大量「消失」。最初他非常
疑惑，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雨季時工人要去
幫忙「塞沙包」，避免河壩決提；而逢收割期

工人就要協助家裡收割而「曠工」。

踏實做事

絕不譁眾取寵

現在說來很有趣，但當時工人「消失」卻
嚇怕不少港商。碰過釘子的林健鋒認識到「各
處鄉村各處例」，各地不同的文化差異要去溝
通和了解。所以他之後竭力擔當中間人的角色，
一方面向商界解釋內地條例和習慣，一方面積
極與內地有關部門聯絡溝通，反映港商遇到的
實際問題，多年來的努力得到內地各級部門的
認同。
林健鋒又回想當年港資企業要由「來料加
工」轉型成為「三資企業」，但新制下繁複的
稅制和轉帳問題窒礙經營。有一次他更與業界
代表「拉大隊」向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直
接反映，幸得對方接納意見並快速處理，令問

題得以解決。他感慨道：成功爭取背後，自己所付
出的時間和精力，絕不是如某些人單憑「叫下口號、
抽下水」就能匹比的。「經民聯幾位議員都是靜靜
地用自己的方式去為商界做嘢，而不是光憑口號譁
眾取寵。」

千億信保

銘

右
我的座

以 前 常 言「 讀 萬 卷 書 不 如 行
萬里路」，但當今資訊瞬息萬變，林
健鋒認為「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
路」。他舉例指：「有人以為內地仍然是
一個五六十年代的共產社會，還停留在文
革的年代，但其實內地情況已大大改善。
時下常說『離地』，這種說法就真是『堅
離地』。」所以他鼓勵年輕人要「貼
地行」，多走出去增加見識。

救活垂死港企

他感嘆自己服務商界的工作範圍「上至行政立
法、 下 至 掃 把 垃 圾 」， 但
卻 又 甘 之 如 飴。2008 年 金
融海嘯，香港中小企陷經營
困境，當時坊間預計最少逾
兩成企業會面臨倒閉，情況
「好大鑊」。當時已是立法
會議員的林健鋒恐防業界
「屍骸遍野」，於是向政府
建議設立一千億元的「中小
企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認
為「 既 然 有 氧 氣 在 手， 應
該 及 時 輸 送 給 垂 死 之 人，
否則等到死亡才輸氧氣已無
用」。結果政府採納他的建
議，及時為中小企解決資金
周轉問題，救活不少企業。
林健鋒在北京見到姚明，也忍
如今，面對陰霾不定的

外圍環境，香港經濟再次面臨挑戰，失業率更錄得
回升。林健鋒亦認為今年經濟不容樂觀，所以政府
推行重大政策時要好小心，前提是要穩定中小企。
對於首當其衝下跌的旅遊業和相關行業，他認為香
港旅遊業形象和信譽經長時間努力才得以打造和建
立，「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只要一件事情就
可以摧毀，例如對旅客態度不好等等，呼籲全社會
齊心一致維護香港，別錯過了逆境中的一些發展機
會。

不住要「集郵」。

機會留給「抵得諗」的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上「開荒」的林健鋒。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甫畢業踏入社會的林健鋒
就遇上石油危機，當時物價高漲，香港一些老一輩
不諳英文的商人在外國訂購原材料被人「揸頸就
命」叫高價。剛從美國學成歸來、才二十多歲的林
健鋒，一「出道」就主動聯絡海外供應商，幫助前
輩們「團購」，以低價購入原材料。
   經此一役，「抵得諗」、「唔計較」的性格，
使他獲得了前輩們的讚賞，亦從此結識不少業界前
輩，拓展了人脈，為未來他的政商發展之路打下基
礎。
   他又回想當年到內地「開荒」的往事，「以前
叫人上大陸，無人想去的，因為食住都唔好，跑來
跑去，無冷氣又要喂蚊。但原來去了才知道正（機
會多）喎！」他慶幸當年自己肯捱肯搏，從而搭上
內地經濟發展「頭班車」。所以他常勉勵年輕人要
勇於嘗試，「有危才有機，只要肯去探索肯去試，
永遠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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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峰 捍衛本土

金融業
經民聯副主席、金
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
華峰縱橫股壇超過四十
載，矢志為捍衛業界利
益而參政。面對香港股
市自回歸以來飛躍發
展，但本地中小型券商
卻沒有「苦盡甘來」，
反而面臨被外來資本吞
噬的命運，他不得不站
出來「捍衛本土」，呼
籲政府正視業界苦況並
予以扶持。

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心繫本地中小企命運，促請政府在制定財金政策時，要兼顧中小型券商的生存空間。

人員做起，憑着勤奮和拼搏累積第一桶金，

稱「肥老闆」的張華峰，1971 年由出市

再成為證券行老闆，開創自己的事業，四十多
年來見證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長。他表示，
回歸 19 年來，港股市值由 1997 年的 3 萬多億
元，大幅增長至如今的逾 23 萬億元，大市每日
平均成交也有數倍的增長，但本地中小型券商 (C
組經紀 ) 卻未能受惠香港金融中心的急促發展，
經營反而面臨寒冬。

政策傾斜

中小券商「捱打」

   張 華 峰 回 顧 1997 年 時， 本 港 的 400 家 C
組經紀的每日成交額，佔了整體市場的三分之
一，但至目前已收縮至僅餘約一成，而排名前
65 名的證券商，卻佔了大市 90% 的成交額。
   為 何 股 市 壯 大 了， 中 小 型 券 商 反 而「 捱
打」？張華峰認為這與政府政策不無關係，「其
他地方要開放一個行業，都會先培養本地行業，
令其可以與外資競爭，但香港沒有這種意識，
只想着讓市場向『高層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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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隨着市場開放，監管條例愈趨嚴
苛，某些衍生產品條例甚至向外資傾斜，也是
扼殺 C 組券商的原因，「大公司好多時客戶業
務遍全球，監管自然複雜好多，但我們本地公
司就慘了。( 當局 ) 用全球監管方式來監管本地
中小企，往往無法兼顧很多本地的傳統買賣習
慣，例如老爸替兒子找數也不行，現金買賣 ( 證
券 ) 也要登記，我們果欄魚欄的客戶真的會用現
金買賣的！」
   對於業界一度甚有期望的「滬港通」以及
期盼已久、也將公布的「深港通」，張華峰亦
不敢寄予過高期望，他表示，由於有關政策限
制多多，資金門檻要求非常高，投資成本高昂，
本地中小型證券商料難以從中分一杯羹。

危急關頭

本地資金挺港

   說到這里，張華峰的眼神充滿了無奈，他
感嘆道，自己證券生涯中經歷了石油危機、中英
談判、1987 年股災、1997 亞洲金融風暴，以及
2008 年金融海嘯等重大事件，「外資很現實，

只是來搵錢，每次危機他們都例牌撤走資金，把香
港當提款機。相反，每次危機外資沽貨，本地券商
就接貨，撐住！」他直言，若失去了本地證券業的
參與，香港難言是一個具真正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

張華峰努力為業界爭取在內地證券市場「分一杯羹」。圖為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參觀港交所與張華峰合照。

又愛又恨 388

   張華峰促請政府在制定每個財金政策時，要一
併考慮中小型證券商營商環境，兼顧中小企的發展
空間。他續指，自己會繼續爭取港資券商準入內地，
以拓寬中小業界的服務腹地。

張華峰在 50 歲時修讀城大工商管理碩士，當時因他未
有大學學位，要經過 2、3 位教授面試，證明自己達到
入學水平，加上擁有當聯交所理事等經驗，才成功獲大
學取錄。

議會「新丁」
    勤力「值班」

「股市達人」張華峰縱橫股壇數十載，可謂「閱股無
   張華峰 2012 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他自
數」，唯講到「心水」愛股，很多人都知他最鍾情港交所
嘲是立法會「新丁」。4 年任期快將過去，
(388)。連上月經民聯黨友為華峰慶祝生日時，都起哄笑言華
惟這 4 年間，香港政治環境急速變化，
峰生日願望是 388 升到 $388 ！
泛民「拉布」成了議會常態。「拉布」
張華峰在訪問中也直言自己對港交所有「特別感情」，「因
費時失事，但大家每每都會在立法會直
為我本身從事這行業，我入行以來三餐無憂，所以對港交所特別偏
播畫面中看到張華峰坐定定「抗拉布」，
愛」，加上它的帳目清楚，故由 388 上巿至今都一直持有，「點
表現盡責。
都未試過賣晒，一定要有啲揸手！」
   被問到為何這麼「乖」？張華峰笑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張華峰
亦直言港交所是上巿公司，以股東
言︰「我是 ( 立法會 ) 新仔，值班當然是
利益為先，有時候難免會傾向
新仔值班耐一點啦！」他續說，「坐定定
純商業角度考慮問題，所
也有好處，就是能聽到他們 ( 泛民 ) 鬧什麼，
以他亦經常對港交所提
有沒有理據，是否合理。」但其實他們的發
出意見，以推動行
言很多都是問完又問、「無厘頭」。他對議會
業發展。
現況都感到無奈，「外國議會也會有這些爭拗，但

只是針對政策討論，但現時泛民只是要推倒政府，有
對抗性」，「根本不像一個議會，亳無效率。」
   他直言，改變亂局不能單靠一人力量，未來希望集
合經民聯幾位議員的力量，在議會發揮更大作用。
張華峰（右）剛入行時在遠東交易所工作，由出市員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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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 難忘天台

鄰里情
代表工程業界在立法會發
聲的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大
家都知他音樂才華「了得」，
琵琶、笛、簫、二胡、古琴、
色士風樣樣佳精，令他的議會
生涯生色不少。但鮮為人知的
是，原來他的音樂旅程，乃始
於九龍城舊居的天台；而童年
時舊居鄰里之間守望相助的窩
心往事，更塑造了他「人人為
我，我為人人」的價值觀，影
響着他往後的人生態度和職涯
發展。

談起舊居天台富有「人情味」的種種趣事，盧偉國不時開懷大笑，仿佛回到童年時。

出住於九龍城的分租房內，同一樓層的五六
生於基層家庭的盧偉國，童年時與家人居

戶人家共用一個厨房。白天大人們都去返工「搵
食」，舊樓的天台就成了樓里數十名小朋友的
樂園，小伙伴們每天一起玩耍，一起看着頭頂
上的飛機呼嘯而過。
   盧 偉 國 人 生 中 接 觸 的 第 一 樣 樂 器， 就 是
五六歲時在天台看到別的大哥哥吹奏口琴，於
是央求母親給了數元錢買了一個口琴，從此便
迷上了音樂，踏上了這條音樂「不歸路」，至
今「吹拉彈唱」樣樣皆精，通曉琵琶、笛、簫、
二胡、古琴、色士風等十多種中西樂器。

柴米油鹽街坊互相借用
   「回想起來，能夠自學音樂，好大因素是
當時的鄰居容忍度高，特別是初學者奏出來的
聲音堪稱是『四不像』，但街坊們對我的噪音
從沒投訴。」
   他續懷緬昔日時光：「以前在天台踢足球，
大家守規矩只踢地波，但亦試過把球由天台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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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地下的豆品
廠工場，我們走
去問人取回足
球，被大人『哦』
兩句後便交回球
兒給我們，從沒
出現過『嚴重後
果 』。」 天 台 的
故事，原來不止
音樂的啟蒙，更
多的是「隔離鄰
童 年 時 的 盧 偉 國「 眼 仔 碌
碌」，十分「精靈」。
舍」的互相體恤
和包容。
   舊時的香港物質不富裕，生活艱苦得多，
但鄰里之間互相幫助，「柴米油鹽不時互相借
用」，生活點滴盡顯溫暖。「以前沒有獨留兒
童在家中被警察拉的問題，因為左鄰右舍會幫
忙照顧，如果嬰兒真係肚餓，隔離媽媽甚至會
代為哺乳。」
   童年時的鄰里守望相助，滲透在生活細節

上，似乎都很瑣碎，但都是窩心的回憶，充滿着人
情味，也令他有些唏噓。他感嘆現時社會物質條件
相較以前大為優越，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卻愈來愈
疏離，甚至充斥着對立的情緒，兼容並存的空間似

通曉多種樂器的盧偉國，經常在不同
的場合展露音樂才華。

成就人生遼闊舞台
終身學習

盧偉國的廣闊人
生舞台，全憑自
己用汗水和堅持
累積而成。

乎愈來愈狹窄。

慨嘆現代人以自我為中心
    為何社會進步了，那份人情味卻淡了？盧
偉國感慨可能是現代人比較以自我為中心，人與
人之間缺乏互助互諒的精神。他慶幸自己擁有天
台成長的經歷，因為數十個小朋友一起玩耍和成
長，尤如一個小社會，各人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領導者或追隨者，從中體驗到團隊合作比單打
獨鬥更能有效解決問題。這種團體互助的價值
觀，影響他成長後的處事態度，更是一份無形的
資產。
   「香港由小漁村變為大都會，整個社會建設
並非靠個人，而是集體智慧、集體努力的成果。」
他指出，目前社會紛爭不斷，令自己想起當年一
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老口號，如今香港
正需要這種「和衷共濟」的精神，「正所謂『家
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對於一個家庭如是，
對於一個社會也如是。」

銘

右
我的座

   盧偉國經常記着當年父親的囑
咐：「不要指望社會或家裏能為
你 帶 來 什 麼， 只 有 靠 努 力 學
當 今 社 會 資 訊 發 達， 但 盧 偉 國 認
習，自力更生。」憑着自己
為「Information is not knowledge,
的努力，天台少年考進香
knowledge is not wisdom」， 資 訊 不 等 於
港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畢
知識，知識不等於智慧，懂得將資訊轉化為自
業後利用工餘時間持續
有知識，累積知識才能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學習，先後取得工業工
他自己則一直奉行「高度與闊度決定態度
程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與胸襟」這句話，認為應追求自己喜愛的專業，
及英國華威大學工學博
並專注鑽研，尋找專業的高度；同時不固步
士，及後晉身議會為業
自封，致力吸收其他的人文領域的知識，
界 發 聲； 去 年 又 以 工 程
探索世界的闊度。「正如胡適所講，
師的身份「打 BAND」打
『為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
到上紅館表演。他的遼闊舞
高』。」
台，全是用汗水和堅持累積而
成。
   他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夠給予年輕
人向上發展的信心，故不時到大專院校和年青人分享，並結合音樂元素與他們
互動。他自言珍惜和年輕人接觸的機會，既能保持年輕心境，也能從中了解年
輕人的看法。他勉勵年輕人終身學習，唯有不斷增值自己，才能無懼挑戰，為
自己創造機會。
   「工程師無論在哪個專業領域，都不能單打獨鬥，一定要學習團隊合作解決
問題。」他鼓勵年輕工程師積極參與工程師學會，透過統籌活動的過程，體驗團
體精神。他也期盼這種團體精神能夠在議會彰顯，帶領社會邁向和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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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家是心靈的港灣」，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博士就幸運地擁有這個溫
暖的港灣。雖然每日為公務奔忙，但有丈
夫和兩名兒子擔當她的堅強後盾。面對政
治對手的抨擊和刁難，兒子一句「媽咪加
油，香港需要你哋！」便令她從疲累之中
重新「叉足電」，更樂做兒子眼中的「B
＋」媽媽。

「B ＋」媽媽

梁美芬

平法律問題、社會議題，鮮有談及自己的家
日在傳媒鏡頭中看到的梁美芬，都是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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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原來在繁忙的公務之外，她和丈夫分工合
作，善用時間和兩名
兒子相處。「雖然很
忙， 但 在 他 們 最 需
要 我 的 時 候， 我 一
定 會 出 現， 例 如 孩
子 發 燒、 入 醫 院、
跌 傷、 縫 針， 還 有
學校家長日，這些
都歸我管。」平時
先生負責教兒子中
文、唐詩等，自己
就負責幫他們溫
習 通 識、 英 文、
中 史， 還 會 親 自
給兒子出題目。有
從政之路不易走，但美芬有丈
夫和兩名兒子擔當她的堅強後 一次遇上兒子快要
盾，一家人並肩同行。
考試，自己便趁開
完會的空檔，飛奔回家幫他們溫習兩小時，再
出去參加公開活動。原來美芬不單是盡責的議
員，更是一位盡責的媽媽。

剛柔並重的梁美芬，既虛心走進社區為街坊服
務，亦樂做兒子眼中的「B ＋」媽媽。

惡意攻擊

家人攜手面對

   作為政治人物，經常要面對不同的爭議，
受到各種惡意攻擊，有時家人亦難免受到影響，
美芬與兒子溝通有自己的一套。每逢遇上爭議
性議題，她會預先告知他們當中的困難，及可
能隨時會受惡意攻擊，讓兒子知道議員的工作，
無時無刻都備受挑戰。例如在政改爭議中，她
與兒子討論提委會的組成，鼓勵大家討論問題，
「我不介意做一個求助的媽媽，給他們真實感，
所以他們一直清楚我在做什麼。」
   從政生涯中，面對各種的抨擊，她坦言也
有迷茫和疑惑的時候，但兒子一句「媽咪加油，
香港需要你哋！」就足以讓她從疲累之中重新
「叉足電」。此外，兒子的很多同學都支持她，
還與她成為好朋友，亦令她倍感欣慰。

兒子親筆書信

倍感窩心

   梁美芬和兩個兒子的興趣更互相影響，「因
為我副修法文，兒子讀中四時送給我的我生日
禮物是法國音樂 CD，他知道媽媽開心時就聽法
國音樂。他現在大一開始學法文。」以前常帶
兒子到咖啡館寫文章，耳濡目染下，現在兒子
到了外國讀書，也習慣在咖啡館親筆寫信寄給

銘
右
座
的
我

她，她直言「我好古老，好珍惜這些簡單的事，我希望他們親手寫
信，而非用電郵。」
   作為職業女性，美芬常覺自己虧欠了兩名兒子，她曾問
梁美芬一直以「路是人行出來的」
兒子自已作為媽媽可否拿到「C Grade」，結果兒子回答說
為 座 右 銘， 由 小 到 大 她 都 是「 我 行 我
「哪止 C，起碼 B ＋」， 答案令她再次眉開眼笑，她自
路」。小時家住荃灣的她「好有性格」，
嘲身為職業婦女，沒有能力做「怪獸媽媽」，「B ＋」
自行決定到港島聖保羅男女中學升學，搭車
已是莫大的讚賞，「如果問我認為什麼是成功，能夠
又搭船，路很長，每日花數小時往返上學。
和他們做真正的朋友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到大學時，她放棄留洋獎學金，堅持「向北
   如今，每當兩名兒子放假回港，一家人一起吃飯、
不向西」，不顧家人反對選擇到北京讀大
遛狗、行山就是全家最大的娛樂，過程中的交流便是
學，只因不熟識「Chinese」身份，要
最無價的。面對不同挑戰，能和家人一起攜手，互相
往內地一探究竟。奇女子選擇的道
扶持，使梁美芬沒有後顧之憂投入社會，投入她熱愛的
路，為她的從政生涯開創不一
議會工作，爭取打造更美好的西九社區。
樣的格局。

醉心助人  譜寫西九濃情
   西九的人和事，梁美芬都非常熟悉，皆因她
事事關心，事事跟進，也因此和西九街坊建立起
濃厚的友誼，當中不乏求助者與她成為知心好
友。
   「紅磡有位連先生在內地涉走私漏稅被判囚
11 年，連太急着來找我幫手。研究後發覺案子
有冤情，繼而幫他寫信、上訪，走遍多個部門。」
最後連生得以減刑取保候審回港。歷時十四個月
跟進該個案，連生連太對美芬的感激之情慢慢進
化成為友情。這份友誼，她珍而重之。
   採訪當日，美芬拿着街坊送她的一條美輪美
奐的絲巾，娓娓道出自己幫助深水埗一個俗稱
「棚仔」的布匹市場搬遷的故事。「棚仔」面臨
被政府清拆，幾十檔布攤被迫搬遷，求助無門。

她得悉後前往現場視察，發現「棚仔」已扎根深
水埗多年，不少布販靠賣布養活幾代人。
   當中八十多歲的布販東叔哭着向她說，寧願
自力更生也不願靠綜援過活，令她大受感動。她
不忍這些年老的布販就此失業，連夜寫信給食環
署，又直接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反映。「正
如曾俊華所說，創業不分年齡，不應趕絕這些小
本經營且富有本地特色的布販。」在她的努力下，
終於促成雙方溝通，現時「棚仔」布販得以在同
區一天橋下的空地繼續經營。
   眼見「棚仔」得以延續，東叔及其他布販能
夠持續生計，美芬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這
一份滿足感使她醉心社區服務，盡心譜寫更多西
九動人故事。

梁美芬來到深
水 埗 的「 棚
仔 」， 聆 聽
八十多歲的布
販東叔訴說遷
拆之苦。

美芬在工作過程中與不少西九街坊
成為好友，圖為多年前得到美芬幫
助的連生連太來找她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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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橋樑

拼經濟保民生
全國兩會遞 11 項關注議題

經民聯四位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提出 11 項提案，為工商專業界發聲。

   經民聯一直心繫香港及國家發展，聯盟 4 位全國政協委員在
今年三月出席全國「兩會」期間，共提交了 11 項建議和提案，
內容涉及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策略下的角色、兩地金融互通、
促進旅遊業發展、促進中小企經營及加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
感等多項公眾關注的議題。
   11 項提案包括聯盟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提出的
「在香港設立『一帶一路』仲裁中心」、「打造
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多元旅遊平台」，提出多
項建議以抓緊香港在「一帶一路」國家發展策略
中的機遇。
   主席梁君彥提出的「內地與香港合作協力
實踐《中國製造 2025》」和「關於《勞動合同
法》實施的意見和建議」，反映港資企業遇到
的問題，建議加強內地和香港在工商經濟的合
作，一起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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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林健鋒提出「關於全面參與『一帶
一路』計劃的建議」、「加強香港青少年的國
家認同感」及「關於多方合作，完善法制，加
強教育，全方位打擊電信詐騙」的提案，多方
面關心香港和內地社會，促進和諧社會。

籲開放電子護照網簽救旅業
   副主席張華峰的提案包括「深化兩地證券
合作 協助中小券商北上提供服務」、「充份利
用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角色」，和「將香港打

造成『亞投行』主要營運中心」建議，以其專
業繼續推動內地和香港金融業發展。
   為正處於寒冬的香港旅遊業注入「強心
針」，聯盟四位政協委員聯合提出，建議國家

開放擁有電子護照的內地居民可網上簽註赴港
「自由行」，加強香港旅遊業競爭力。聯盟成
員在向全國政協會議正式提案之餘，亦會在香
港繼續跟進各項工作。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及副主席張華峰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

經民聯成員政協提案重點 :
1.

開放擁有電子護照的內地居民可網上簽註赴港「自由行」

2.

推動香港全面參與『一帶一路』計劃

3. 	 打造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多元旅遊平台
4. 	 在香港設立『一帶一路』仲裁中心
5. 	 將香港打造成『亞投行』主要營運中心
6. 	 充份利用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角色
7.

深化兩地證券合作  協助中小券商北上提供服務

8.

支援和鼓勵珠三角地區的港企和民企在供應鏈上升級，
實現《中國製造 2025》目標

9.

完善《勞動合同法》條文，在保障勞動者的同時亦保障企業權益

10. 加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
11. 全方位打擊電信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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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為您

經民聯為民發聲 大量建議被採納
   經民聯成立
以來，一直秉持
「工商帶動專
業，經濟改善民
生」的宗旨，細
心聆聽各方聲
音，積極為業界
和市民發聲，多
年跟進的議題涵
蓋社會、經濟、
民生等多個領
域，不少建議更
得到特區政府的
重視和採納。

經民聯對 2016/17 年度《財政預算案》表示歡迎，議員以「全盒」寓意《預算案》從善如流，
措施惠及中小企、中產等社會多個階層。

經濟發展
˙ 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
統籌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及貿發局、旅發局等機
構，以及與內地相關部門聯絡。(2016 年 )
˙ 積極參與亞投行的籌建工作，加強海外路演，
在沿線國家增設經貿辦。(2016 年 )
˙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主要貿易伙伴的經貿
聯繫，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協定）及「促
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投資協定），全面性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並爭取盡快加入《中國－東
盟自由貿易區》。(2016 年 )

地位，並研究修訂相關法例。(2016 年 )
˙ 簡化貨物的進出口報關要求，讓業界以一站式
向政府遞交 50 多項報關資料。(2016 年 )
˙ 在屯門西預留 10 公頃土地作為物流用地，也
會在新發展區，劃出土地發展現代物流。(2014
年)
˙ 盡快擴建及提升現有的會議及展覽設施。(2016
年)
˙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
措施」申請 (2013-2016 年 )
˙ 針對一些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連續兩年推

˙ 建議各政策局和部門推動與內地的多元交流合

出多項短期支援措施，包括豁免旅行社、酒店、

作，積極爭取南沙、前海和橫琴新區的發展新

旅館、食肆和小販半年牌照費用等。(2015、

機遇，積極爭取內地對香港進一步開放市場，

2016 年 )

以期達至基本實現自由化的目標等。(2015、
2016 年 )

˙ 成立跨部門機構（如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協調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專項基金」，

各部門職能，並積極探討大嶼山現有景點的發

並支持香港的商會在內地省巿設立展銷場地，

展潛力，加強住宿、交通等配套，重點開發成

建立香港品牌。(2013 年 )

新旅遊亮點。(2014 年 )

˙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知識產權仲裁和調解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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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

˙ 協助中小企在內地拓展市場，包括有效運用「發

˙ 與粵澳合作，向海外旅客推廣一程多站旅遊，

以及邀請鄰近港口加盟「亞洲郵輪專案」，鼓勵
郵輪公司開拓訪港航線。(2015 年 )

教育和青少年發展
˙ 檢討和優化「青年宿舍計劃」，讓部分青年可以
有自己的居住空間。(2016 年 )

創新及科技
˙ 鼓勵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進行更多
中游及應用研究。(2016 年 )
˙ 促進新創企業與現有企業進行貿易配對及天使基
金配對，促進新創企業培育。(2016 年 )
˙ 改善公共 WiFi 網速，並進一步擴大公共 WiFi 網
絡。(2016 年 )
˙ 開放更多公共數據，以便市場開發便利市民的流
動應用程式。(2016 年 )

˙ 投放資源為職業教育院校進行校舍整合和建設。
(2016 年 )
˙ 就持續進修基金進行檢討，以配合社會的需要。
檢討範圍包括基金的資助金額、資助範疇、基金
的申請及申領事宜等。(2016 年 )
˙ 鼓勵學校在相關科目和學生活動中，加入關於「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內容。(2016 年 )
˙ 成立「青年發展基金」，資助現有計劃未能涵蓋
的創新青年發展活動，包括以資金配對的形式，
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2015 年 )

醫療和福利
˙ 將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納入恆常資助外，再次將
金額增加一倍至每年 2,000 元。(2014 年 )
˙ 繼續推行並優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
劃」。(2015 年 )
˙2 元乘車優惠將於擴展至「綠色」專線小巴。(2015
年)

˙ 全面檢討為少數族裔學生所制訂的教育政策，增
加取錄少數族裔兒童的幼稚園的校本支援服務，
為中小學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
構」和支援教學材料。(2014、 2015 年 )
˙ 連續在 2014/15 及 2015/16 兩個學年增加學券資
助額，適時紓緩家長的財政負擔 (2014、 2015 年 )
˙ 推出 9.6 億元資助計劃，資助學生修讀指定專業
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2014、2016 年 )

˙ 擴展「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至全港。
(2015 年 )
˙ 增加 6 歲以下兒童的幼兒中心延長服務及暫託服
務名額和資助。(2016 年 )
˙ 完善「人人暢道通行」計劃。(2016 年 )
˙ 為居住在舊式公屋而合資格的年老租戶改裝單位
設施。(2016 年 )

環保和保育
˙ 為推動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預留 10 億元設立
「回收基金」。(2014、2015 年 )
˙ 研究如何改善殘餘污染物排放到市區沿岸引致的
污染及氣味問題，落實改善維港水質的措施，實
現親水文化。(2015、2016 年 )

經民聯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面，就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提交超過二百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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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動向

聯繫各界
   香港是一個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大城市。經民聯一直努力加強兩岸三地
的合作交流，經常組織香港工商業人士，走訪不同地區，借鑒其他地區經驗，
提升香港競爭力。

經民聯領導 2013 年獲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全
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接
見。

經民聯成員 2014
年拜會上海巿委
書記韓正。

經民聯在去年底的 3 周
年 晚 宴， 近 四 百 位 各 界
友 好 雲 集 到 賀， 晚 會 氣
氛熱烈。

經民聯今年新春酒會在
全 國「 兩 會 」 期 間 在 北
京 舉 行， 和 港 澳 地 區 官
員、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協委員及各界友好共賀
新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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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橋樑
經 民 聯 與 旅 遊、 零 售、
飲 食 及 運 輸 業 界 代 表，
去年 12 月向財政司司長
曾 俊 華 提 出 建 議， 刺 激
本 地 經 濟， 鼓 勵 科 研 發
展，開拓發展機遇。

經 民 聯 聯 同 旅 遊、 零 售、
飲食及運輸業界代表去年
底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會面，建議放寬
「自由行」城市網上申請
簽註來港旅遊，刺激市道。

經民聯今年 4 月會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就「假難民」問題提出 11 項建議。

去年 12 月，經民聯聯
同 14 個 商 會， 合 辦
「強積金對沖機制論
壇 」， 探 討 取 消 強 積
金對沖安排對香港經
濟 和 社 會 的 影 響。 聯
盟 又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收集工商界對退保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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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動向

走進社區

區選會選舉在去年 11 月舉行，經民聯派出 15 人參選。

青年事務
經民聯青委主席張俊
勇 ( 左 一 ) 在「 從 青
年角度看退休保障論
壇」上侃侃而談，為
工商中小企發聲。

經民聯青委
與青年民建
聯交流，暢
談 社 會 現
況，齊為建
設香港出謀
獻策。

經民聯青委新
年派對，青委
和一眾友好開
懷暢聚，氣氛
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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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青委出席立法會公聽會及青年論
壇等，表達工商青年聲音。

培育人才

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議員 ( 右一 ) 與清華大學 EMBA 學生交流。

經民聯暑期實習計劃一向獲院校高度評價，今
年大專實習生剛於 6 月到埗。計劃現踏入第
四屆，希望能培育出一群有志改善民生、服務
社區的年輕人。

暑假將至，經民聯連續第二年舉辦「青年就業招聘會」，為學生和青年提供就業及暑期實習
機會。今年的招聘會將在 6 月 25 日假深水埗南昌社區會堂舉行，歡迎大家蒞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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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活動

祝福新年

大年初三，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化身成「財神」，
與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及化身成「祿星」的九龍城
區議員張仁康，齊向市民拜年。

經民聯今年在旺角花墟舉辦主題為「一地兩點」的年宵攤位，
聯盟成員為市民寫揮春、派賀年氣球，與眾同樂。

猴年元宵佳節，經民聯
與 2000 多 名 街 坊 好 友
共嚐盆菜，並祝大家年
年都「盆滿缽滿」。

為港祈福

大年初一晚發生旺角
暴亂，經民聯在社區
發起簽名活動，呼籲
市民攜手同心，為香
港的平安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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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色比賽

經民聯屬下社會服務隊在復活節舉辦「愛家庭 ‧ 愛
社區」填色比賽，吸引逾二千名小朋友參加。

頌念親恩
經民聯副主席盧偉
國、梁美芬在母親節
向市民派發鮮花，盧
偉國更大展身手，即
場以色士風演奏《念
親恩》。

地區服務

經民聯流動宣傳車仿如一個流動
服務中心，定期到不同地區為市
民服務。

經民聯區議員陳灶良和李華光聯合舉
辦講座，邀請專家為家長提供處理子
女情緒的小貼士。

經民聯區議員黃耀聰為麗瑤邨
一至三月生日的小朋友舉行生
日會和親子 BBQ，共度愉快的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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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導賞

走訪荔枝窩 綜覽山海之美
行 大自然，是近年熱門的假日
山郊遊，以慢活的步伐感受

節目。想輕鬆感受大自然，不如尋
訪位於新界東北沙頭角、有超過
三百年歷史的客家村落──荔枝窩
村。讓我們在遠足的過程中遠離城
市煩囂，盡情綜覽山海之美，在大
自然中放下思緒，感受假日的寫
意。
   從大埔墟站搭乘 20C 號綠色小
巴至烏蛟騰田心村總站落車，就可
以正式出發了。在烏蛟騰起步後，
途經九擔租和上下苗田，到達三椏
涌，沿途林蔭處處，陽光阻擋在樹
蔭之外，加以微風送爽，行山顯得
輕鬆無難度。初段見到不少荒廢的
村屋，在一片綠色樹木顯得格外荒
涼，遊覽這些獨特的景緻也是行山
的樂趣之一。

荔枝窩村已近在眼前。
超過三百年歷史的荔枝窩村，現住居
民寥寥可數，但客家圍村的舊式建築
卻別有一番味道。

船灣
郊野公園

踏着原始的石路，在林蔭下一步一足印，
放下思緒，漫步於大自然中。

九擔租

烏蛟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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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烏蛟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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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

新界東北地域獨有的紅
色岩層，別錯過！

   沿途經過縱橫交錯的山徑溪澗，舉目皆綠的自然景觀。步行
約一個多小時後，行經三椏涌一段石路，沿途可見新界東北地域
獨有的紅色岩層，愈向前行，一大片淺灘呈現眼前，在山林間破
格而出的構圖，馬上成為鏡頭的焦點，捕捉那靜止的瞬間。休息
之後再出發，穿越寧靜優美的印洲塘，繼續往荔枝窩方
向前進，沿著小灘岸邊，一邊踏著地下紅色的岩石，
一邊將紅樹林美景盡收眼簾。不知不覺間，已經行
至三椏村，距離荔枝窩村已不遠。
   沿着山徑步道行走，那超過三百年歷
史的古老客家村落就近在眼前了。入村
前被粗大根部銀葉樹的古老樹林和相互
交纏的白花魚藤佔據着視線，目不暇
給。過橋入村後，九橫三直排列的舊
式房屋呈現眼前，日久失修的村落居
民雖廖廖可數，不過保存的古舊建築
別有一番韻味，難怪吸引行山人士前
充滿生機的紅樹林映入眼前。
來探索這數百年的歷史氣息，感受這
份與世無爭的寧靜。

三椏村

一邊欣賞紅樹林，一邊沿著紅色
沉積岩繼續向荔枝窩方向出發
吧。

三椏涌

上下苗田

途經上下苗田，沿途小徑原野，
停一停，看一看，感受遠離塵囂
的安靜。

經過三椏涌後，石路上的紅色
岩石愈來愈明顯，跨越一個個
石階，尋找不一樣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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