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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公布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以來第三

份《施政匯報》。特區政府在政改方案被反對派

否決之後公布《施政匯報》，既是兌現向市民定

期匯報政府施政的承諾，更是要體現政府施政的

重點，已經聚焦在經濟民生領域。

翻開這份《施政匯報》可以看到，特區政府過

去一年來，在推動民主發展的同時，在發展經濟

和改善民生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

經濟方面，特區政府不斷鞏固現有產業，扶植新

興產業，擴大經濟基礎，決定興建機場第三條跑

道；正式啟動了滬港通；內地及香港落實基金互

認並且在廣東省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等等，

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民生方

面，去年公布了長遠房屋策略，繼續以多管齊下

的方式增加房屋土地供應，預計明年私人住宅單

位落成量，比過去十年每年平均落成量高出約七

成，也創出了十年來的新高，這將可扭轉長期以

來房屋供求嚴重失衡的局面，對日益高企的樓

價，也將能夠產生一定的紓緩作用。還有，扶貧

工作亦初見成效，2013年整體貧窮人口首次跌破

100萬至97萬，貧窮率降至14.5%，創五年新低。

上述成績的取得，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帶領整個特

區政府團隊，勵精圖治、辛勤努力的結果，應該

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譽。

還要清醒看到，香港社會仍有很多深層次的問

題亟待解決，尤其是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競爭力

更需繼續提升，而基層市民的生活也尚待進一步

改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在昨天也發表了

中國省區直轄市競爭力排行榜，香港名列第十二

位，較去年跌了五位，首三名是廣東、江蘇及山

東。在其中的成長競爭力方面，香港更是排第二

十四位，天津、廣東與江蘇分別排首三位。導致

香港競爭力排名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香港產

業結構單一，土地供求失衡，創新產業無足夠資

金及動力；本港社會紛爭較多，更加劇了內耗。

研究會建議本港制訂長遠發展規劃，發展高新技

術產業，提升科技競爭力，並要放下身段，學習

深圳及上海調整產業結構及經濟轉型的經驗。這

些意見和建議可謂一針見血，直中要害，值得重

視和吸納。

香港目前正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社會各界

都應支持特區政府搞好經濟和民生。反對派如果

還繼續搞「不合作運動」，就是與香港社會為

敵，一定會遭到全社會的唾棄。

聚焦經濟民生 應對未來挑戰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部分反對派政黨採

取的路線出現偏激或偏激化的趨勢，這並非

社會之福。事實上，反對派政黨激進化，不

僅在政治上對抗中央，否決政改，而且阻礙

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社會之

禍。香港經濟發達，市民崇尚理性務實，溫

和理性中間力量理應是大多數，反對派政黨

激進化，損害市民福祉，必然會遭到社會的

抵制。

反對派政黨出現偏激或偏激化的趨勢，以

公民黨最為突出。公民黨當初之所以在政壇

迅速冒起，原本是因為香港的中產選民渴望

催生一個能與中央溝通的反對派政黨，走一

條理性溫和的中產專業路線。公民黨成立之

初，也以專業理性面目示人，得到不少中產

市民選票。但公民黨很快出現偏激化的趨

勢，2010 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

投」，撕去了溫和的外衣。公民黨挑戰中央

憲制地位，攻擊人大釋法，煽動港人敵視祖

國和「一國兩制」，甚至發出轉向「港獨」

立場的危險信號。

公民黨的激進，並非只表現在政治上，而

且表現在經濟民生事務上。公民黨阻礙特區

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壞香港與內地

經濟交流合作。公民黨還配合少數幾個極端

激進議員「拉布」，損害市民利益。公民黨

公開成為激進反對派，徹底背叛香港中產階

級。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上，激進政黨本來只佔

少數，這符合香港社會「中間大，兩邊小」

的社會結構。以公民黨為代表的反對派政黨

偏激化，香港的政治光譜將兩極化，政治生

態惡化，社會撕裂加深，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更加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將進一步陷入邊緣化。

港人普遍務實，傾向於溫和理性立場。湯

家驊退黨及辭任立法會議員，正反映反對派

中較為溫和理性的人對公民黨偏激化死心和

絕望。特首梁振英與社會各界對反對派中代

表着溫和理性聲音的湯家驊感到很可惜，表

達了香港社會對溫和理性力量的珍惜，對激

進主義的反感。反對派政黨偏激化非社會之

福。全社會都應抵制「港獨」、激進主義危

險勢力，維護港人根本福祉。

反對派政黨激進化乃社會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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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港無重啟政改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綑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人民日報》海
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章，指香港沒有重啟政改的條
件，批評不顧民意、否決決議案的反對派議員，聲稱
繼續爭取「真普選」，要求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五步
曲」，是利用假議題推卸責任，繼續挑起爭議。

扼殺普選夢提假議題是挑起爭議
該篇以《親手扼殺政改方案 又奢言「重啓五步曲」
香港輿論：反對派無法推卸歷史責任》為題的文章

指，不顧民意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的香港反對派議
員，近日又聲稱會繼續爭取「真普選」，要特區政府
重啟「政改五步曲」。香港各界批評，反對派為一己
私利，扼殺掉香港人盼望已久的普選夢，現在卻又提
出這樣的假議題，顯然是在推卸責任和繼續挑起爭
議。
文章強調，香港沒有重啟政改的條件。否決普選決

議案前，香港反對派就拿「將重啟政改五步曲」的假
話來欺騙港人。實際情況是，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和文
件對何時重啟政改有所規定。經歷兩年多的討論、爭

議甚至騷亂，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之後，特區政府提
出了合乎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實際的最好方案，卻被反
對派否決。顯然，短期內找不到任何重啟政改的理
由。

環時:對港政治進程傷害難彌補
同日，《環球時報》發表題為《香港泛民議員退黨

退會的啟示》的文章，指好端端的「一人一票」特首
普選決議案已被否決，對香港政治進程的傷害難以彌
補，但是香港的日子還要過下去，反對派處理好同中

央的關係仍是香港政治生態的重大課題。
文章強調，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一國兩制」
的基礎是「一國」，香港反對派同中央的關係必須是
建設性的，而不能搞成「逢中必反」的對抗。反對派
需要在香港基本法的大框架下，尋找自己發揮政治影
響的空間，而決不能把自己變成「倒中勢力」，將自
己凌駕於基本法和國家憲法之上。
文章續指，在香港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反對派

應當接受當前的政治機制繼續發揮作用，與其他力
量一起幫助香港社會將注意力轉移到民生建設等社
會經濟發展上來。特首梁振英早前提出11項與民生
和經濟有關的撥款申請，這符合香港廣大市民的利
益，應當受到包括反對派在內的香港所有政治力量
支持。

港政爭內耗 競爭力插水
研究報告指錯失發展良機 難成引領珠三角經濟火車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期多個研究均反映，香港過去一年競
爭力下跌。在昨日公布的「2015年中
國省區、直轄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
中，香港更首次跌出十大，排名由去
年第六位大幅滑落至今年的第十二
位。多位學者認為，過去數年香港社
會政治爭拗不斷，香港社會出現了撕
裂，市民間失去凝聚力，是競爭力下
跌的主要原因。他們希望港人在「後
政改」時期重新出發，放下政治紛
爭，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宋立功：「佔」禍拉布傷港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續進修學院學

術統籌宋立功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香港社會過去數年政治爭拗不
斷，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首普選
問題上，競爭力排名下跌是意料中
事。
他認為，去年年底發生的違法「佔

領」事件，對香港整體影響非常嚴
重，「堵路等行為，既影響物流交
通，更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對旅
遊、金融等核心行業造成一定影響，
需時間恢復。」
宋立功又批評，反對派於立法會多

次拉布，影響特區政府施政效率，阻
礙很多重大政策改革，如推動創新科
技產業發展、基建撥款等，都對香港
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影響香港競爭
力。過去社會內耗不斷，香港社會主
流意見現在都希望可重新出發，他呼
籲各界共同修補社會撕裂，解決積壓
已久的民生問題。

何濼生：社會撕裂競爭力跌
香港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何濼生指，「過去一年香港的政治
爭拗確實對香港整體競爭力有影響，
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認為，一個城
市的競爭力，依賴市民能否齊心合
力，為共同目標而努力，但過去香港
因普選爭議，社會出現了撕裂，市民
間失去凝聚力，相信這是令香港競爭
力下跌的原因。
對於香港進入「後政改」時期，特

區政府表明未來兩年將集中精力處理
經濟民生問題，何濼生認同此做法，

「政治始終是虛無的東西，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香
港仍是需要面對實際問題。」他認為香港未來需着
力解決土地房屋、人口老化、貧富懸殊等日益嚴重
的迫切問題。

根據昨日公布的「2015年中國省
區、直轄市綜合競爭力排行

榜」，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
海依次排名前5位。香港在綜合競爭力
排行榜得分獲8606.99分，排第十二
位，比去年排名下跌了6位。

「和諧發展」不入十大
在25項分類排名中，香港囊括了

「十佳食品安全城市」、「最乾淨城
市」、「最具國際影響力十大城
市」、「人均財富競爭力」的榜首位
置；「科技競爭力」排名第三；「十
佳誠信政府排行」及「都市文化形象
競爭力」則排第四。不過，在「宜居
城市」、「空氣品質」、「和諧發
展」和「投資環境」方面，香港卻十
大不入。
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

力、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有四大核
心產業作為競爭基石及擁有健全完善
的法律制度，特區政府廉潔、守信和
透明。另香港也有安全良好的營商和
治安環境；公平、正義、新聞自由的
核心價值觀，加上背靠祖國的獨特優
勢等，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

港青不識國情 歧視內地同胞
但報告指出，香港社會目前紛爭不
斷，去年發生了違法的「佔領」行動
及近日政改方案被否決，相信香港未
來仍會內耗，嚴重阻礙香港經濟健康
有序發展。同時，香港仍以「老大自

居，反應遲緩」，新生代對國情缺乏
了解，部分人更曲解「一國兩制」，
煽動民眾示威遊行，對內地人存有歧
視、不包容態度，已令香港錯失很多
依靠內地發展的良機，「未能成為引
領珠三角經濟的火車頭。」
報告續指，港府缺乏長期競爭力戰

略規劃，龍頭地位已被內地重要城市
取代，再加上產業結構單一、實體經
濟缺乏、核心產業面臨的挑戰與日俱
增、土地供求失衡及創新科技停滯不
前，比不上內地城市政府高效快捷，
令香港陷於劣勢。

港曾「十連冠」2013年失榜首
研究會會長桂強芳昨日指出，國家
在經濟全球化下在國際影響力日漸強
大，反觀當前香港社會出現太多政治
爭拗，造成香港嚴重內耗，經濟發展
緩慢，削弱競爭力。過去，香港在中
國競爭力排行榜連續10年高踞龍頭位
置，但在2013年開始首次失去榜首位
置，被不少內地城市超越，如上海及
深圳等，若香港不能扭轉劣勢，估計
明年將讓更多城市超越。
他認為，香港地域狹窄，經不起政

治所引起的波動，建議社會未來應放
下爭拗，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構建和
諧社會。特區政府也應着手制定香港
競爭力戰略規劃，在創新科技方面投
放更多資源，並向內地城市學習及借
鏡他們成功的經驗，才能增強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上周

在立法會遭否決，意味歷時將

近兩年的政改爭拗暫告一段落。

不過，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爭

拗、內耗不斷，已嚴重影響香港

的整體競爭力。中國城市競爭力

研究會昨日公布「2015年中國省

區、直轄市綜合競爭力排行

榜」，香港首次跌出十大，排名

由去年第六位大幅滑落至今年的

十二位。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地域

狹窄，經不起政治所引起的波動，

建議未來應放下爭拗，以經濟建設

為核心，重新構建和諧社會。

守成遭深超越 陷邊緣化風險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昨日公布「2015年中國省區、直轄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香港首次跌出十大，排名由去年第六位大
幅滑落至今年的十二位。

中國社科院在上月公布的《2015版城市競爭力藍
皮書》顯示，已經連續12年雄踞綜合經濟競爭力榜
首的香港，首度失落桂冠，屈居第二位，被一河之
隔的深圳超越。

港與內地相對優勢收窄
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

心主任倪鵬飛當時在記者會表示，香港近年來「守
成有餘，創新不足」的城市發展局面始終沒有改
變，未能如深圳在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方面實現突
破，加之要面對內地自貿區的興起，香港被邊緣化
的風險不可忽視。

儘管倪鵬飛指出，排名有漲有落，具有不穩定
性，但也能一定程度上看出香港與內地相對優勢
收窄的趨勢。他認為，香港過於看重貿易、金
融、航運、旅遊、專業服務這五大產業，而對不
少規模較小、新興但極有潛力的產業關注不足，
從長遠看缺乏新型產業業態的支撐和引領。

社會氛圍影響競爭力
同時，香港社會的不和諧氛圍也影響城市競爭力

的提高，香港近年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的收
入、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以及去年發生的違法
「佔領」行動、香港市民與內地訪客的摩擦，一定
程度上削弱香港日後和諧的城市競爭
力，這些均需要香港各界未來積極應
對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0�

香港競爭力排名榜
「2015年中國省區、直轄市

綜合競爭力排行榜」（首15位）

排名 省域 總分

1 廣東 13973.37

2 江蘇 13202.22

3 山東 12845.48

4 浙江 12383.50

5 上海 12107.48

6 台灣 11167.00

7 北京 10959.90

8 河南 10614.78

9 福建 9889.17

10 遼寧 9426.46

11 天津 8981.50

12 香港 8606.99

13 河北 8228.53

14 湖北 8013.99

15 四川 7943.12

資料來源：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