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新科技現時已作為
不少先進城市的經濟發展「着墨點」。行政長官梁振英
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應香港工業總會的邀
請，到惠州和深圳參觀從事高端技術生產的兩間香港企
業，並與惠州市委書記陳奕威、市長麥教猛會面，了解
惠州市的最新發展。梁振英在參觀後撰寫網誌表示，香
港企業在發展高增值和科技產業方面，已有一定基礎，
冀香港充分發揮與鄰近地區的協同優勢，推動香港「再
工業化」，提升香港經濟的競爭力。

主管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應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邀請，將來港出席5月

18日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作主題演講，充分體現中央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香

港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獨特功能和重要作用。香港需抓住機遇，積極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香港僑界更應發揮與海外華僑華人聯繫密切的特殊優勢，做好超級聯繫人，既

貢獻國家，又造福港人，不辜負中央的殷切希望。「一帶一路」沿線蘊含豐富的僑務資

源，生活着4,000多萬華僑華人。「一帶一路」給華僑華人營造了一個大平台，可以在協助

內地企業走出去、引進海外資本來華發展、促進人心相通等方面，發揮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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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舉前，政壇怪事多。每一屆
立法會選舉之前，香港政壇總會出現
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當中尤其以激
進派政黨為甚。上屆立法會選舉前
夕，黃毓民突然帶兵離開一手創立的
社民連另組「人民力量」，自此社民
連一蹶不振。而在選舉後，黃毓民又

與「人力」領導層爆發衝突，再次出走另組「普羅政
治學苑」，與黃洋達的「熱血公民」組成一股新勢
力。到了今屆立法會選舉前，激進派再有異動，這次
主角卻是「人民力量」，始作俑者者卻是被視為「人

力」金主、「精神領袖」的蕭若元。
眾所周知，蕭若元的網台一直是「人力」的宣傳喉
舌，這不但在於「人力」核心成員基本上都有在其網
台主持節目，作為宣傳平台，而且其網台的行政總裁
本身就是「人力」核心成員兼主席袁彌明的丈夫林雨
陽，反映「人力」與網台是「一家親」。同時，在上
一屆立法會選舉時，蕭若元為支持「人力」前主席劉
嘉鴻參選，不惜「處女下海」排在其名單第二位為其
抬轎，但由於劉嘉鴻毫無政治魅力，是扶不起的阿
斗，最終在港島低票落選。但這些已經說明了蕭若元
對於「人力」的掌控及影響力。然而，蕭若元早前卻

以一些「莫須有」理由向「人力」領導層開火，當中
尤其是「快咇」譚得志更成為重點炮轟目標，表示絕
不會為其拉票，更會阻止他當選云云。
蕭若元突然「炮打司令部」，隨即引來兩大陣營的

支持者在網上互相攻擊，「蕭派」與「人力派」互相
攻訐。接着，蕭若元更進一步表示要提早退休，其網
台不能再討論政黨政治，當中意思很清楚，就是「人
力」你們要滾蛋，其網台不會再當其宣傳喉舌，很快
林雨陽亦遞信辭職。自此，蕭若元的「清黨」行動已
經完成，此舉對於「人力」可以說是一個毀壞性打
擊：一是「人力」支持者中不少與蕭若元支持者重
疊，蕭若元向「人力」開火，表示不再是朋友，肯定
會拉走大批「人力」支持者。二是「人力」沒有地區
工作、沒有組織能力，過去靠的是網絡動員，蕭若元
的網台正發揮重要作用，現在被掃地出門，動員能力

更是雪上加霜。三是「人力」失去金主，在選舉前夕
在在需財之時，將嚴重影響之後的選舉工程。
因此，蕭若元這次辣手毀黨，等於是將「人力」
「肢解」，在本來已經要面對「本土派」挑戰的情況
下，「人力」隨時在選舉後一鋪清袋。於是「人力」
急急救亡變陣，向前「仇家」社民連接洽，並且簽下
了「不平等條約」，將新界西議席讓給社民連副主席
黃浩銘，換取梁國雄在新界東過票保住「慢咇」陳志
全一席，至於譚得志出九東，劉嘉鴻出港島，不過是
背水一戰，但如果不選，「人力」將會迅速泡沫化，
所以唯有硬着頭皮出選。蕭若元此舉確實相當厲害，
幾下散手就將「人力」打得無還手之力，譚得志被炮
轟之後還要向蕭鞠躬道歉，這就是權術分野。「人
力」以為可以排除蕭若元的影響力，結果被反將一
軍，輸個精光。

蕭若元辣手毀黨「人力」慘遭「肢解」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僑界做好超級聯繫人

「一帶一路」給華僑華人營造大平台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在《紫荊》雜誌撰
文，論述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 建設中的作用，表
達了中央對華僑華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視和
期待。中國是僑務資源大國，有6,000萬海外僑胞分佈
在世界各地，不僅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而且是促進中國發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國近現代史
上，無論是在民族危亡、抵禦外敵的時刻，還是在經
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追求生活幸福方面，海外僑
胞都為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
來，廣大海外僑胞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交
往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習近平

主席所說，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偉大成就，廣大華
僑華人功不可沒。
「一帶一路」沿線蘊含着豐富的僑務資源，生活着

4,000多萬華僑華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一帶一路」給華僑華人營造了一個大平台，海外
僑胞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有着獨特作用，一定會
有一個更精彩的未來。

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建設具特殊作用
與過去僑界參與的經貿合作不同，中國所推出的「一

帶一路」戰略有兩個顯著的新特點：一是由官方基於利
益共同體進行的區域合作，而非過去僑界的民間自發性
行為；二是「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主張是雙向性多方受
益的，與以往強調吸引外資相比，更有「雙贏」、「多

贏」的優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僑界可以更好地發揮超
級聯繫人的作用。
在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方面，海外僑胞可以運用自身

強大的經濟實力、深厚的人文素養、發達的商業網絡、
豐富的社會資源等綜合優勢。事實上，積極助推國內企
業到沿線國家投資興業，投資合作產業園區，實現產業
轉移和產業升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略。海
外僑胞比中國企業更加了解住在國政府和民眾需要什
麼、喜歡什麼、信賴什麼，更加熟悉以什麼樣的方式提
供支持才能贏得當地民心，也更加懂得如何融合中外智
慧破解文化差異帶來的溝通、交往方面的困難。在實施
「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海外華人華僑可以發揮熟
悉當地情況和廣泛的政商人脈關係的優勢，為深化中外
合作積極地牽線搭橋，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並在這一
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
在引進海外資本方面，僑商也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共建「一帶一路」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也需要吸
引沿線國家資本的各類投資，從而與沿線各國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如果海外華僑華人
以僑為橋，組織海外所在國的官員、企業家前往中國
訪問，讓他們了解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結合國
內產業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點，在關鍵領域引進
更多資金和先進技術，將會極大地促進海外資本來華
發展。

在促進人心相通方面，華人華僑
是一股特殊的推動力量。「一帶一
路」的願景包括「五通」：道路聯
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政策溝
通、人心相通。其中，「人心相
通」是重要的基礎。中華民族五千
年的文明薪火相傳，古老的中華文
明為海內外華人華僑注入了共同的
精神動力，也是華夏泱泱大國對外
合作交往的重要依託。海外華僑同胞雖身處異國他
鄉，但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和發揚者。華僑華人
積極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介紹中國發展的特點、
成果與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讓鄰邦更好地了解中國，
認識中國，努力展示一個開放、友好、自信的中國，
使「一帶一路」成為一條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贏之
路、文明互鑒之路。

香港僑界在「一帶一路」建設起雙重作用
香港僑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以從兩方面發揮

作用：一是推動香港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為
香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尋找新的強大動力，造福港人；
二是發揮與海外華僑華人聯繫密切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
擁有深厚的人脈網絡的優勢，牽線搭橋，為國家的「一
帶一路」建設作出新貢獻！

姚志勝 中國統促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姚 志 勝

特首赴惠州訪港企
推「再工業化」增競爭力

民建聯在4
月9日至10日
一連兩天，在
深圳以「承先

啟後闖新篇」為題舉行路向營，民建聯主要
骨幹逾二百人參與，這是民建聯新領導層接
班後首次舉辦路向營。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立法會主席兼創黨主席曾鈺成、中聯辦
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及「新力量網絡」研究
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兼助
理系主任葉健民應邀出席擔任講者，分別就
民建聯的傳承、政府管治、探討青年人的思
潮及「一國兩制」的實踐發表意見。
路向營參與者又進行分組討論，深入探討

民建聯未來的發展方向。主席李慧琼最後作
出三點總結。
第一，民建聯深信無論過去、現在抑或未

來，「一國兩制」最符合香港和國家的根本利
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既可借助國家發展
優勢帶動發展，並維持香港的生活方式、文化
價值及社會制度的獨特性；同時，香港資本主
義制度的成功經驗和國際化的特點，也可推動
國家的發展，這是雙贏的制度。
她續說，任何製造香港與國家的區隔，甚

至「港獨」，對香港及國家都是「毒藥」。
我們認為現時出現的社會矛盾，甚至分離主
義，部分原因是源於對「一國兩制」的誤
解，只要重歸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的正確理解和實踐，相信可以化解很多社會
矛盾。因此，民建聯會加強理念建設，傳承
愛國愛港的理念，加深對「一國兩制」、香
港基本法和國家發展的認識，同時積極向社
會宣揚我們的理念。

續當監察者 助改善施政
第二，民建聯將繼續發揮積極監察者角色，加強政

策研究，幫助政府改善施政。我們要求各級議員、研
究團隊和會員中的專業人士，提升政策水平，就各項
公共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並廣邀社會各界精英，透
過圓桌會議等方式，共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及如何
化解兩地矛盾、世代矛盾和貧富矛盾，向兩地政府出
謀獻策。
第三，要求民建聯年輕一代要有反求諸己的精神，

心懷堅定的理念和高尚的政治操守，不斷增進知識，
磨練從政技巧和判斷力，為民建聯爭取更多市民支
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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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不斷聲稱東江水「收得
貴」，更質疑特區政府為了「討好
內地」而拒絕尋求更多供水方法。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直言，近年

社會探討水資源時，有時滲入不必要的政治觀點，此舉
既無助客觀探討各種供水方案的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
以至各方面利弊，更不會為香港社會面對的政治爭拗帶
來可行出路。他期望大眾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務實探
討本港的水資源管理策略，從而訂出最切合本港實際情

況的供水來源組合和比例。
陳茂波在網誌中指，特區政府一直就本港未來的水資

源管理作長遠規劃，包括於2008年已推行《全面水資源
管理策略》，先透過公眾宣傳及教育推廣節約用水，並
積極在雨水、東江水和海水沖廁以外，開拓新供水水
源。前年，當局已就策略展開檢討，包括評估本港現時
至2040年的長遠用水需求及供應，檢討預計明年完成。
他指出，在海水化淡方面，當局於去年11月已為第

一階段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展開設計工作，研究引入適

合創新設計，如能源消耗較少的處理過程，及先進的能
源回收系統等。在再造水方面，當局正計劃在新界東北
部，利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水，進一步處理成為
再造水，用於區內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預計可於
2022年起分階段首先供應再造水至上水及粉嶺。

50新項目重用集蓄雨水
陳茂波又稱，政府計劃在合適新工務工程項目中，加

入設施以重用洗盥水及集蓄雨水作非飲用用途，至今已
在超過50個項目中，包括學校和其他政府設施裝設了
重用洗盥水或集蓄雨水系統。同時，在規劃大型新發展
項目時，例如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政府會預留空

間和配套設施，以便日後推行重用洗盥水及集蓄雨水。
就有建議利用雨水排放隧道中截取的雨水又或擴大集

水區，陳茂波指，政府曾研究不同雨水回用方案，惟部
分流經已發展地區的路面及其他建築物表面的雨水，會
受汽車廢氣、垃圾等所污染，必須先經適當處理才可供
巿民使用，惟各回用方案均需投入大量資本，未必能符
合成本效益。然而因相關成本數據及技術情況至今或許
有變，他們會以開放態度檢視各種可行方案。
在擴大集水區的問題上，他指，目前本港集水區面積

已達300平方公里，約佔全港面積三成，在土地短缺的
情況下，要進一步擴大集水區的可行性不大。

■記者 馮健文

探討水資源 勿滲「政治雜質」

梁振英在網誌中說，面對激烈的競
爭環境，工業創新刻不容緩。今

年的施政報告中，他特別提到推動香港
的「再工業化」，就是希望發展高增值
科技產業和高增值生產工序，特別是智
能生產和科技研發。是次應邀參觀的香
港工業家在內地開設的兩家企業，分別
為伯恩光學（惠州）有限公司和東江模
具（深圳）有限公司。
他介紹，前者是惠州市惠陽區目前投
資最大的外資公司，去年在廣東省製造
業百強中排名第廿三位，主要生產水晶
玻璃、顯示幕鏡片、ITO觸控式熒幕、
TFT-LCD、 PDP、 OLED 平 板顯示
幕、微電子用玻璃板等產品，佔地遼
闊，員工數目達12萬人；後者則是一站
式的注塑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注
塑模具和產品的設計和製作，有大約
200名專業員工致力於模具設計，除了
深圳兩個生產基地外，在蘇州和德國也

有生產基地。
梁振英表示，有關企業設施規模龐

大，技術先進，並引入自動化管理系
統，在產品開發、設計、工藝和品質方
面，均達世界標準，「可見香港企業在
發展高增值和科技產業方面，已經有一
定基礎。」

為青年提供多元發展機會
他強調，香港擁有廣泛的國際聯繫網

絡，又鄰近內地龐大、高效的生產基地，
這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4個月前宣佈
在香港成立首個海外的創新中心（Inno-
vation Node）的原因。因此，香港應充
分發揮香港和內地鄰近地區的協同優勢，
推動香港「再工業化」，提升香港經濟的
競爭力，同時為香港年輕的科技和工程人
員提供更多元的事業發展機會。
工總主席鄭文聰則表示，香港工業近

年不斷轉型升級，在創新、應用科技及

研發方面取得進展，在不少行業的世界
市場更佔領先位置。有見很多香港企業
將總部及研發工作設於香港，將生產部

分則設於珠三角，工總會和政府及其他
持份者合作，繼續支援企業在兩地的運
作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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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午到深圳參觀一間以高端技術生產塑料模件的香港企業。

■■梁振英梁振英（（右二右二））與惠州與惠州
市委書記陳奕威會面市委書記陳奕威會面，，了了
解當地的最新發展解當地的最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