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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提名有效 68人自動當選
867候選者競363議席 新界北區最激2.77爭一席

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母公司在
海外及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達7,904間，按年
上升4.2%，創歷年新高。這個數據充分顯示出海
外及內地公司均看好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及國際
金融樞紐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看重香港背靠內
地、連接世界的地緣優勢，紛紛在港設立公司或
分支機構，以香港作為大展拳腳的基地。由此可
見，香港完全沒有理由妄自菲薄，反而應該看到
並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抓住機遇，發憤圖強，繼
續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不過，要充分
發揮優勢，香港就必須摒棄泛政治化傾向的干
擾，特區政府也需擺脫一些過時的觀念束縛，以
有所作為的新思維，積極鼓勵和扶持新興產業的
發展，讓香港營商環境的優勢能夠轉化為產業優
勢，為經濟增長構建豐厚穩固的基礎。

根據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最新資
料，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包括 1,401 間地區總
部、2,397 間地區辦事處及 4,106 間當地辦事處；
其中地區總部及當地辦事處的數目均為新高，而
在這些公司的就業人數達 42.2 萬人，按年上升
4.2%，亦是歷來最高，約佔香港總就業人口的
11%。另外，據調查，這些海外和內地公司在香港
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主要原因，一是簡單稅
制及低稅率；二是資訊的自由流通性；三是自由
港的地位。這些都說明香港長期形成的營商良好
環境均繼續保持，對海外及內地的資本均具有相
當的吸引力。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內地在香港的企業數量繼
續增長，今年就比去年上升14%。尤其是內地的

金融及銀行業紛紛來港拓展業務，過去5年來，這
類公司的數量由 2011 年的 805 家上升到今年的
1,059間，增幅達36%，反映出香港在協助國家推
進現代化、國際化，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跳
板作用方面，繼續擔當重要角色，金融樞紐地
位更為鞏固。可以預見，隨國家不斷推進「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向世界
的勢頭將更為強勁，香港在其中的發展空間將會
更大。那些不看好甚至悲觀香港未來的觀點，如
果不是別有用心，恐怕也屬於看不清大勢所趨。

當然，在看到香港所具有的良好基礎和優勢的
同時，也要看清目前阻礙香港更快、更好發展的
制約因素。許多專家指出，香港未來的挑戰主要來
自兩大方面：一是反對派挑起的泛政治化歪風，他
們為一黨一己私利，將許多經濟、民生問題都用政
治化手法處理，挑起許多無謂的爭拗，令社會無法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白白浪費了許多寶
貴的時間和機遇；二是過去某些陳舊落後、跟不上
時代發展的觀念，依然束縛人們的思想，比如，
一些觀點堅持認為，政府不應該制定產業政策去推
動、扶持新興的創科產業，順其自然就可以了。這
種無所作為的理念，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太高的階段
確實可行。但在逆水行舟和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
下，不作為就意味畫地為牢、錯失機遇；不發展
就會變得固步自封、退步落後，商界在發展創新
產業方面，已經不能沒有政府的扶持。因此，聚
焦經濟，改善民生，克服泛政治化，更新觀念，
應成為香港的共識，大家應齊心支持特區政府在
經濟、民生等領域有更多作為。

港營商環境仍吸引 「泛政治化」須摒棄
近日有關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爭議

升溫，昨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TSA是
評估學生基本能力的重要工具，香港作為先
進國際都會，若取消評估是大倒退。世界各
地都有類似TSA的系統評估，為不同年級的
學生水平提供客觀的評估，以便優化教與
學。香港在評估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一定偏
差，但不應全盤否定，教育局、學校、家長
乃至學生應共同合作，協調完善，局方應更
主動釋除學校的疑慮，減輕學生的壓力，回
歸TSA改善教與學的設計原意。

TSA系統性評估的設計原意，是用來監控
一個國家或地區整個教育系統的進展情況，
評估特定年級學生掌握某學習階段的基本水
平，而非用來篩選學生或分配學位。美加、
歐洲以及亞洲的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
或地區，近年都引用類似TSA的系統評估，
目的是讓學校及教師了解學生的基本能力和
差異，希望對症下藥優化教學方案，幫助學
生進步，並協助政府為學校提供適切支援，
而TSA的考試成績不會影響學校收生與學生
升學。吳克儉亦強調，TSA 有「三不」原
則：不會匯報學生個人成績，不會影響升
學，不會將學校排名。

可惜的是，TSA評估在香港推行以來，不
少辦學團體、學校擔心TSA的成績與學校教
學表現掛鈎，甚至把TSA成績與小一派位、
殺校聯繫起來，為了令TSA達標率更高，學
校往往額外「加操」學生，結果學生書包愈

來愈重，功課愈來愈多，「愉快學習」根本
不可能，學生仍淪為考試機器，令教師、家
長、學生怨聲載道。TSA評估本意是減少考
試壓力，改變以往應試教育中過分操練學生
的弊端，但是執行起來卻事與願違，不符初
衷。有意見認為，為了減少學校、家長和學
生的壓力痛苦，香港應該盡快廢除TSA。

為什麼TSA在外國行之有效，在香港實施
卻出現偏差，令到學校、學生反感？如果取
消TSA，香港又採取什麼更科學合理的方式
來評估教學質量？天下從來沒有完美的制
度，反而盡可能完美的執行更形重要。解決
目前本港有關TSA爭議的關鍵，不是簡單地
廢除評估就可以萬事大吉，各方應理性探討
TSA執行中出現了什麼偏差，如何改善才能
體現評估本意，教育局應與學界、家長認真
討論，主動釋除各方對TSA的誤解和不必要
壓力。2014年，教育局曾對TSA提出一系列
優化措施，包括取消發放小三及小六級學校
達標率、把TSA從小學「表現評量」中剔除
等。如今，為進一步避免學界盲目追求評估
成績，偏離對學生基本能力的要求，導致操
練TSA成風，教育局有必要再深入研究、借
鑒外國的經驗，探討如何改善TSA評估，包
括進一步縮短評估的頻率和人數，例如將
TSA由每年考核改為隔年或數年一次進行，
或只抽取校內一定比例的學生作評核，使
TSA回歸減輕學生負擔、優化教與學的設計
原意。

完善TSA評估 減輕學生壓力

選舉橫額遭鎅 陳恒鑌報警

關總籲會員票選愛國愛港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

屆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22日投票，香
港海關人員總會（關總）昨日發出公開
信，鼓勵已登記為選民的關總會員同
事、家屬親友們，履行公民責任及權
利，於區議會選舉當日，踴躍投票。

關總呼籲會員和家屬全力支持長期以
來扎根地區、關注民生，真心實意為市
民及愛國愛港的人士進入區議會，服務
社群，推動改善社區民生設施，促進社
區和諧，積極監察政府施政及維護市民
安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各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日前獲得所屬候選人編號後，近日
開始張掛橫額。其中，競逐連任的荃灣楊屋
道選區民建聯候選人、現任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昨日指出，其選舉橫額張掛兩日即遭人連
番破壞，令他要消耗時間修補並浪費選舉資
源。陳恒鑌批評，惡意行為有違選舉公平原
則，他已報警處理，期望政見不同者「收
手」，勿再耍手段搞破壞。

陳盼破壞者自律「收手」
陳恒鑌昨日在個人社交網站上載橫額受破
壞情況。他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指出，「這些
選舉橫額只是掛了兩天，卻接連遭人破壞，
之前曾修補過，短期內又被人鎅爛。」被問
到是否懷疑是對手的惡意破壞時，他表示不
敢胡亂揣測是誰人所為，但目前已掌握了一

些資料，已報警處理，相信警方會密切跟進
事件。
他批評，這些惡意破壞行為不文明，損人

不利己，有違選舉公平競爭原則。他完成修
補橫額後，在修補位置上貼上「即使政見不
同也不需要破壞」字句，期望破壞者自律
「收手」，不要再做這些無意義的動作。
同區另一候選人尚有「傘後組織」「荃灣

社區網絡」的林錫添。

金堅批破壞選舉公平公正
另一名建制派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橫額昨日

亦被發現遭惡意破壞。觀塘定安選區「創建
力量」候選人金堅昨日表示，其競選宣傳橫
額右上角被人沿邊鎅破，需報警處理。她批
評，破壞者行為蓄意影響她的宣傳效果，破
壞選舉公平，呼籲市民下月投票日中，以選

票向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勢力說不。
金堅昨日指出，昨午4時許，有街坊匯報
指她位於牛頭角道花園大廈對開的一條宣
傳橫額有損毀。她遂到場察看，發現橫額
右上角被人沿邊割開，破口整齊，垂落部
分剛好掩蓋她的頭像相片頭頂位置，懷疑
有人故意破壞宣傳品，對選舉造成不公，
於是報警求助。警方現根據證人口供及閉
路電視，追查可疑人物，案件暫未有人被
捕。
金堅表示，香港是法治之區，不容任何破

壞事件發生；而選舉更是公平、公正及公
開。她呼籲，市民在下月22日投票日應把握
手上一票，向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勢力說
不。
同區另一候選人是爭取連任的民主黨觀塘

區議員黃啟明。

昨日刊登的憲報公佈2015年區議會各選區的有效提名，以及
本年換屆區議會一般選舉中獲有效提名的935名候選人的姓

名、及經抽籤決定的候選人在選票上的編號。選舉事務處發言人
指出，本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下月22日舉行，屆時將約有312萬名
選民登記冊上的正式選民投票。憲報顯示，全港18區的431個選
區中，有68名人士自動當選，故約57萬名已登記選民無須在所
屬選區投票，而本屆自動當選的人士較2011年的76人自動當選
為少。

觀塘區最多候選人自動當選
至於全港18區中，最多候選人自動當選是觀塘區，共11人；其次

是東區，共10人；第三則是元朗，共9人。其他地區分別為北區有5
人自動當選，沙田、葵青各有4人，南區、油尖旺、九龍城、屯
門、大埔各有3人，灣仔、黃大仙、荃灣、西貢、離島則各有兩
人。

港島南區2.71人爭一席
全港餘下共867名候選人，則會競逐其餘363個議席，平均2.39人

爭一議席。港島方面，中西區有31名候選人競逐15個議席，灣仔區
有23名候選人競逐11個議席，東區有65名候選人競逐25個議席，
南區有38名候選人競逐14個議席。其中，南區是港島競爭最激烈一
區，平均2.71人爭一議席。

九龍城區2.57人爭一席
九龍方面，油尖旺區有35名候選人競逐16個議席，深水埗有54

名候選人競逐23個議席，九龍城區有54名候選人競逐21個議席，
黃大仙區有53名候選人競逐23個議席，觀塘區有57名候選人競逐
26個議席。其中，九龍城區為九龍方面競爭最激烈一區，平均2.57
人爭一議席。
新界方面，荃灣區有37名候選人競逐16個議席，屯門區有67名

候選人競逐26個議席，元朗區有57名候選人競逐26個議席，北區
有36名候選人競逐13個議席，西貢區有62名候選人競逐25個議
席，大埔區有36名候選人競逐16個議席，沙田區競爭亦相當大，81
名候選人競逐34個議席，葵青區則有61名候選人競逐25個議席，
離島有20個候選人競逐8個議席。其中，北區平均2.77人爭一議
席，是新界以至全港競爭最激烈的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5年區議會選舉將於下月22日舉行，當日將決定各政黨在地區以至日後立法

會選舉的勢力分佈。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刊登憲報，確定今屆區選各選區的有效提名候選人共935人；全港431個

選區中，共68人自動當選，比區選提名期截止當日的初步結果再多兩人；餘下全港現有867名候選人，將競逐其

餘363個議席。其中，北區平均2.77人爭一議席，是新界方面以至全港競爭最激烈的區議會選區。

「跟足」區內議題 黎榮浩勝出
民建聯黎榮浩繼2007年區選

後，再次在黃大仙橫頭磡選區自
動當選，他感謝社會各方老友由
過去至今的認同，強調連任後會
一如既往，為市民出力、服務。
他續指，由於黃大仙區議會在過

去4年的角色不斷變化，不少民生的議
題亦因區議會政治化而遭破壞，故冀
自己在新一屆能「跟足」區內的政策
和議題，如不同的試驗計劃等，並加
強與市民互信溝通，「唔好咁易俾反
對派乘機將一件好事變得政治化而無
法實施。」
對於區選的形勢，他深信參選的民建

聯成員亦會得到市
民支持，因該黨一
直從民生出發，地
區工作扎實，並集
中精力搞好民生、
經濟；反之，經過
「佔領」行動帶來
的壞影響後，市民
普遍對反對派的觀感非常差和煩厭，因
行動令香港前景不明朗，加上部分反對
派議員的作風激進，無助議會運作，故
希望選出一些能與特區政府配合的議
員，為社區發展帶來益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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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心默耕耘 柯創盛連任
民建聯柯創盛連續兩屆在觀塘

廣德選區自動當選。他直言自動
當選從來不是「免費午餐」，無
論自動當選與否，也應繼續默默
為市民耕耘，並一如以往以謙卑
的心為社區服務，「議員的身份

是由居民給予，並作為他們的代言
人」。他亦感謝其恩師、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陳鑑林及該黨在觀塘的「兄弟
幫」支持。
對於有大批建制派候選人自動當選，

他認為這足以證明市民對他們的肯定，
並着重議員的實幹和深耕細作，也反映
反對派將區議會政治化，僅搞政治及煽

動社區紛爭，而不
重視服務市民的地
區工作， 繼而無
法得到廣泛市民支
持。他亦表明，此
後會秉持有商有量
的作風，致力在區
務上加強與市民溝
通，「讓居民參與
和提供意見，亦為
體現民主及民本的精神」。另外，他亦
會繼續跟進當區問題，改善社區環境，
如打造無障礙社區，並就觀塘發展繼續
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柯創盛 資料圖片

麥美娟務實贏盡民心
今屆區選兩名自動當選的「雙

料議員」（立法會議員及區議
員）都是來自工聯會，其中麥美
娟在過去數屆區選「大炒」對手
後，今屆在葵青偉盈選區更自動
當選。她對自己自動當選感到非

常感恩，感謝眾多街坊對她的支持，
並強調會繼續擺街站及落區，因區議
會的工作是不離群眾。她又指，有不
少街坊向她反映，根據過往經驗，許
多候選人僅在選舉期間宣傳，如「前
四後六」的產假一樣，在選舉後卻再
無出現。
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她認為要得到

選民支持是不容易
的，但建制派議員
一向以務實態度贏
得市民信心，反而
反對派議員因在議
會大肆拉布，而令
他們的形象大受損
害。另外，她表明
日後會主打借貸陷
阱、醫療事故等問題，為社區「爭公
道，更明言會致力為街坊改善空間，
「小至安裝閉路電視，讓市民安心出入
亦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感
恩
街
坊

■麥美娟 資料圖片

■金堅橫額的肖像上方被鎅開。■陳恒鑌選舉橫額張掛兩日即遭人連番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