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十三五」機遇 解決香港發展難題
「十三五」規劃強調發揮香港優勢，給香港帶來前所未見的發展機遇，香港社

會各界應該積極進取，排除「去中國化」歪風干擾，發揮優勢，把握機遇，順勢

而上，在國家落實「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戰略中積極找尋介入之機，通

過發展解決香港發展難題，包括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新出現的問題，並且繼

續在國家的發展中保持難以取代的獨特地位。

李克強總理在「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到，要深
化內地與港澳合作，包括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
「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
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同時又加大內地對港澳
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升級，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地市場互聯
互通，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環
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支援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
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

升級和加強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十三五」規劃期間，國家拓展發展新空間，形成沿
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實施「一
帶一路」、「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和國家大

數據等戰略，均顯示國家正全面提升對外開放的水準，
帶動資本、技術、裝備、服務、品牌走出去，必然要求
香港繼續擔當應有角色，發揮投資者、中介者和支援者
三個功能，從而提升香港自身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帶動
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
在過去30多年內地改革開放中，香港曾經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國家內外聯
繫在一起。尤其是把內地介紹給國際，又把國際介紹給
內地，因此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今天，香港的這一優勢亟待加強，香港必須
主動抓住機遇，進一步充實、升級和加強香港「超級聯
繫人」的獨特角色。

發揮香港優勢才能抓住「十三五」機遇

在「十三五」規劃的「一帶一路」、亞投行、自由貿
易區等重大戰略中，香港的優勢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
經濟已經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有非常國際化的營商網
絡和環境，特別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往歷史
悠久，了解所在國的法律法規、風土人情、商業及投資
規則，擁有大量的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發揮這些優
勢，才能抓住「十三五」機遇，解決香港發展難題。
區域合作方面，李克強總理在草案中指出，支持共建
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
合作平台建設，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
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
設。不可忽視的是，香港具備「一國」和「兩制」的雙
重優勢，在區域合作中，可以主動配合國家發展戰略，
並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協助泛珠區域
發展現代服務業、貫徹實施「走出去」戰略，以及推進
城鎮化發展。

香港的發展難題在於「去中國化」歪風
香港目前的發展難題，在於激進分離勢力與香港反對
派沆瀣一氣，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誣衊、攻
擊和反對中央「挺港」政策與兩地交往合作，凡是有關
中央「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

被他們以「去中國化」的「緊箍咒」進
行破壞，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
善、對解決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
題，都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遏。
香港經濟競爭力不斷遭到「去中國

化」歪風的侵蝕。香港GDP曾佔中國
GDP約20%，但今天已跌至不足3%；
10年後若香港的經濟裹足不前，屆時
香港佔中國GDP或許只剩0.3%。在多個國際機構評比
中，香港競爭力排名均有下降。在與內地城市的對比
上，香港的發展勢頭也令人堪憂。

排除干擾 借力國家發展解決香港難題
旺角暴亂顯示，激進反對派搞的已經不是單純的「民
粹政治」，而是「暴民政治」加「港獨」的複合體，這
可能使香港演變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分離之都，這
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都形成了嚴重損害和威脅。
香港在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中，能否利用「一國
兩制」的獨特優勢，透過與內地的優勢互補，持續創造
互惠共贏，全看自身能否趨利避害。香港必須對「去中
國化」和「港獨」大聲說「不」，排除干擾，對接國家
發展戰略，借力國家發展大勢，解決香港發展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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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主觀情感上再怎麼不情願接受，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客觀事
實就是：「本土主義」正在落地生根，正在廣泛發酵。值得關心的
是，暴力激進「本土派」與非暴力「本土派」共通的核心理念，在
現今法律框架之下如何避過法律規管發展下去。

「本土」滑向「港獨」步伐加快
根據近年世界各地和香港的民粹式社會行動的發展經驗來看，一

言蔽之，「本土」主義的發展路徑很大機會是「碎步急行」。 碎
步，是指從「本土」主張到追求所謂的獨立是化整為零式地逐個小
目標小行動(piecemeal)來進行的；急行，是指小目標小行動之間的時
間進度很快，甚至越來越快。之所以碎步，是為了避免因為過大的
步伐會刺激中間選民，惹來反感和恐懼，不利進一步的落實。當然
也怕因為過大的步伐會惹起中央的強力反彈，從而功虧一簣。換句
話說，碎步，其實是一種溫水煮蛙式的麻痺對手的做法，讓反對
「港獨」者覺得其實每一小步都不是什麼大事，從而放鬆警惕。
我們不妨回想「台獨」發展的歷程，當初「台獨」勢力剛剛萌芽

的時候，無論是初生的民進黨還是隱藏的「台獨」教父李登輝，又
何曾老是把「台獨」口號和綱領掛在口邊？甚至在選舉過程中提出
了「大膽西進(大陸)」、「強本西進(大陸)」之類令人眩目的兩岸關
係口號。真正的「台獨」化，是小步小步地實質性地行動，不是一
步到位式的，以避免過度刺激大陸干預之故。
同樣道理，香港「本土」邁向「港獨」化，一樣有極大可能遵循

這種套路。之所以要急行，是要用以快打慢的方式，來讓中央和特
區政府來不及採取應對措施，陷入「計劃趕不上變化」的應對困境
之中。我們不妨看看，從2012年暑假發生的「反國教」事件，到
2014年下半年的非法「佔領」行動，中間隔了兩年。但從2014年非
法「佔領」行動到2016年大年初一旺角暴亂，則僅僅相隔一年多一
點點。如果再把中間的所謂「光復北區和元朗」、「鳩嗚團」、
2014年七一大規模衝擊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學苑發表「港獨論」文
章等計算進來，碎步急行的特徵就更加明顯。
旺角暴亂式的暴力行為當然值得關注。但是，碎步急行的「本土

港獨」化最令人憂慮的並不在本身就是違法暴力行為，而在於在目
前來說並不違法的各種政治文宣手段和行動，具體可以進行的方式
有：

軟性「本土港獨」言論令人憂慮
口號常態化：從保護「本土」口號，到追求「獨立」口號，剛剛

開始喊的時候，還覺得不習慣，逐漸喊多了之後，就見怪不怪，最
後覺得理所當然。
遊行主題化：早年的遊行主題還宣稱是「反對地產霸權」之類經

濟民生議題的，現在反對派搞的遊行更多的是扯下經濟民生的幌
子，直接訴諸刺激兩地矛盾，下一步「本土化」、「港獨化」的遊
行，可以說「指日可待」。
選舉表態化：自從新界東補選之後，打正招牌宣揚「港獨本土

論」的候選人得到了6萬多票數，下一步到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
選舉，甚至特首選舉，對「港獨論」的表態，已經是可預期出現的
了。
「公投」民間化：所謂的民間「公投」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推動所謂的「港獨民間公投」，事實上已經有政治團體表示將會進
行的了。當然，我們大可以自我安慰說這種「公投」沒有任何法律
效力。但是，「公投」的結果沒有法律效力，與進行所謂民間「公
投獨立」這個行為本身是合法的，這兩者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區別！
理念社教化(學校)：這也是有先例可見的了，正如2013年提出所謂
的和平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行動」以來，假教育之名進入
學校進行相關的政治教育和宣稱活動，可以說有相當的規模。昨日
可以為「佔領行動」作宣傳，今日也可以為「本土論」、「獨立
論」照樣進行。
當上述行動都展開了之後，可以再上一層次，將議題國際化，搞

「民族獨立」自決國際研討會！再強調一遍，上述各種非暴力的行
動，全部都可以在「言論自由」保護之下順利進行，幾乎無可制約
之法。和平非暴力「佔中」，最後演變成「和平非暴力」「獨立運
動」。暴力暴亂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非暴力行動，法律未能制裁。
對待這種碎步急行的發展趨勢，如何在法律上的堵，以及在文宣上
的駁，是當前工作的當務之急！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讓你瘋狂？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塵埃落定，涉及參
與旺角暴亂而被捕的「本土民主前線」
成員梁天琦取得6萬多選票，結果看似匪
夷所思，卻換來心水清的選民冷笑連
連，因一切是「情理之外」，又是「意
料之內」。
近年鼓吹「本土意識」的團體在香港如
雨後春筍般冒起。無論在非法「佔中」期
間與警方發生衝突、乃至近期涉嫌策劃炸
彈襲擊、以磚頭攻擊警員等，「本土」團
體不惜以破壞法治為代價進行抗爭。「本
土派」的行動屢屢犯事擾民，從表達訴求
演變成暴力襲擊，引起社會不安，顯然不
獲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可笑的是，
「本土派」向來聲稱要捍衛「本土」核心
文化及價值，然而香港一貫提倡文明理性
非暴力，主張法治，「本土派」的暴力抗
爭豈不是「打着本土反社會」？

「Agree to disagree」是民主精神最重要
的體現之一。遺憾的是，「本土派」在捍
衛他們所謂的「本土」核心文化及價值
時，卻對內地相關的文化及政策大肆排
擠。這種完全缺乏理性溝通、尊重包容、
和而不同精神，卻高舉民主旗幟的做法，
何異於自打嘴巴？在全世界都積極與中國
合作時，香港若因對內地缺乏認識甚至帶
有偏見，選擇把自己困在孤島，盲目排
外，絕不是愛港的表現，反會窒礙香港發
展。正如清初起奉行閉關自守政策，清末
時又在排外情緒及民族意識高漲的情況
下，縱容亂民四處生事，加速清朝滅亡。
所謂不納百川，如何有容乃大？惟有互相
包容合作，才可締造和諧、共贏共榮的關
係。前事不遠，足以為鋻矣。
話說回來，其實選民投票給既不民主、

亦不本土的「本土派」，並不代表認同暴

力和激進，相信這6萬多
名選民只是透過投票表達
對現狀的不滿，從而作出
「抗議性投票」。在民主
社會，意見不一很正常，
不足為奇，重點在於用什
麼態度去面對紛爭。不幸
的是，反對派及「本土
派」處理問題時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只
問黨派，不問黑白，導致「意氣相爭」的
局面。
補選過後，「本土派」激進抗爭路線的
抬頭，激進「本土派」誤以為獲市民認
可，不能不令人擔憂日後激烈抗爭變本加
厲。若香港走上這不歸路，最後演變成不
可收拾的局面，受害的始終是絕大多數市
民，市民對此不能坐視不理，以免香港陷
入萬劫不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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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青年置業需求還未解決
當下青年對置業的
需求，已越來越迫
切。然而，樓價在最
近幾年仍居高不下，
政府雖然曾推出額外

印花稅、雙倍印花稅等措施，遏止了樓市
的加幅，但在土地供應不足的環境下，青
年置業仍面對很大壓力，有待政府着手加
以紓緩和解決。故本會提出增加房屋供應
的建議方向，希望政府進一步解決房屋問
題，讓市民安居樂業。
根據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的
調查顯示，不少受訪者認為自己需要較
長時間方能達到置業的夢想。同時，政
府在《施政報告》提及維持辣招抱懷疑
態度，認為其未必能協助青年置業。據

報道，現居於劏房單位的八十後年輕人
達一成，而按照現時的公屋輪候制度，
他們很可能要等到成為中年人才有機會
獲編配公屋單位；不少在職貧窮青年被
迫面對呎價高企的劏房租金，容易對社
會產生怨氣。
雖然現時的樓市有回落的跡象，但搭建

一條清晰的置業階梯仍是非常重要。政府
除了有必要提高公共房屋的供應量，作為
長期平衡市場的槓桿作用外，亦有必要就
青年短、中期的置業需求作更多規劃，如
提供租金補貼、壓抑樓價、鼓勵與父母同
住等，多方面協助青年找到居住的方案。
同時，本會亦鼓勵政府興建「簡約」單
位，增建居屋，考慮重推首次置業貸款
等，協助青年解決住屋需要。

申請公屋人數屢創新高，現已逼近30萬
大關。資料顯示，設有配額及計分制的非
長者一人申請增加至143,700宗，反映出青
年對房屋需求的增加；現時，政府透過鼓
勵和資助非牟利團體興建青年宿舍，以低
於市值租金租予合資格的青年人及家庭。
然而，青年宿舍計劃進度緩慢，遠追不上
青年對房屋的需求。
我們相信，青年宿舍能為低收入青年提

供另一住屋的途徑。因此，我們建議政府
應加快及擴大有關的計劃，在各區物色地
點興建更多類似的宿舍，以滿足青年的居
住需要。而且，在釐定有關租金時，除了
考慮市值租金的數據外，也要顧及目前低
收入青年及家庭的經濟負擔，為他們在未
來置業提供契機。

顏汶羽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觀塘區議員

立法會需要更多王國興
因反對派瘋狂拉布，版權（修訂）修例草
案再次胎死腹中。版權持有人組織的代表形
容當日乃「立法會會議黑暗日」。商經局局
長蘇錦樑引用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的內
容嘲笑反對派，可謂前所未見，贏得不少讚
賞。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蘇局長所言
甚感認同，在發言時贈送四句真言予蘇局長：
「句句到肉，瀟灑脫俗，語驚四座，為你鼓
掌。」然後疾言批評反對派議員乃「六無」

之至，即無品、無信、無道、無理、無賴兼
無政治承擔勇氣。簡直是句句到肉、一針見
血。王國興議員不愧為工聯會、勞工階層在
立法會議事堂的代言人，我們需要的，正是
這樣敢言的民意代表，大義凜然、理直氣壯
批評反對派。只有敢於在立法會議事堂當面
駁斥反對派議員的歪理，才能讓廣大市民了
解事情的真相和誰是誰非。
要有像王國興議員的表現，當然要練就

應有的水平和口才，還要有膽識。作為一
個稱職的立法會議員，不但應在地區工作
有所表現，還須在立法會議事大堂作出應
有的表現。只有立法會議事大堂作出優質
的表現和水平，才會獲得更多市民選民的
歡迎、認同及投票支持。優質論政水平最
重要，最可貴的是正能量和正氣，才能遏
止反對派「為反而反」、無理拉布的惡
行。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港區政協委員義不容辭做好青少年工作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今年政協開幕會議上呼籲港澳
委員，要「廣泛深入地參與港澳青少年工作」，充分顯
示中央重視和關心香港的青少年工作。青少年是香港的
未來，不能任由反對派誤導荼毒我們的下一代，摧毀香
港的未來。港區各級政協委員應義不容辭承擔起加強青
少年正確認識國家、熱愛國家、建設香港的責任，付出
更多愛心、耐心，幫助青少年解決最關心的困難，燃點
起青少年對未來的希望，主動積極投入到國家和香港的
建設事業中去。

港澳青少年工作不僅是港澳事務，更關乎國家安全利
益問題，關乎「一國兩制」的長期成功落實。但近年香
港出現所謂「本土主義」、「港獨」思潮，而且日益蔓
延擴散，導致部分香港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淡薄，甚
至與國家離心離德、誤入歧途，對香港社會穩定和「一
國兩制」實施都帶來嚴重衝擊。從「佔中」到今年的旺
角暴亂，都反映青少年問題不容忽視。俞正聲主席強
調，希望港澳政協委員要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的力
度，增強國家意識。說明中央全面準確掌握香港的實

情，希望港區委員在爭取青少年人心回歸發揮正能量，
加倍努力。
加強香港青少年工作，增強他們的國家觀念、民族意

識，是一項長期工程，除了特區政府和內地各級政府投
入更多資源，開展全面深入的交流合作，通過多渠道方
式令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更加理解，增進對國家的感情
外，港區各級政協委員作為愛國愛港的重要力量，作為
聯繫兩地的重要橋樑，有責任、有義務支持、推動香港
青少年工作，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幫

助青少年了解國家的歷史和國情，明白國家的發展進步
來之不易，明白「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好」
的基本道理，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責任心。
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既要組織更多青少年

到內地進行體驗式學習考察，親身感受國家發展成
就，同時要更注重幫助青少年解決在學業、就業所遇
到的問題和困難，讓青少年對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
港區政協委員應秉承扎根社區、關愛青少年發展的理
念，耐心做好青少年工作，開展更多社區活動邀請青
少年參與，提供更多機會給青少年走出去看看，不但
要看內地的發展，還要看「一帶一路」乃至全球發展
帶來的機遇，潛移默化、細水長流，培養青少年對香
港、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為建設香港和國家多
作貢獻。

陳欣耀 九龍城區青年聯網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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