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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成果奠定香港在「一帶一路」開拓者地位
黎子珍
「一帶一路」戰略是未來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行動，國家期待香港能夠為
這個戰略的實施發揮重要作用，而這也是香港未來得以繼續發展的機遇。特區政
府有關部門和工商界應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加快研究和落實的步伐，以實際成果

政府有關部門和工商界應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加快研究
和落實的步伐，以實際成果來奠定香港在「一帶一路」
戰略中開拓者和先行者的地位。

盡快打造綜合服務平台

來奠定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開拓者的地位。

只爭朝夕加快研究和落實步伐
國家期待香港能夠為這個戰略的實施發揮重要作用，
而這也是香港未來得以繼續發展的機遇。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港時表示：「希望香港以更寬廣
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
將自身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
放大和提升香港的優勢。」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各界
歡迎張德江的晚宴上致辭表示：「『一帶一路』是國家
的重大倡議，是自從內地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之後，為
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另一次龐大的、多元的、長
遠的和持續的機遇。」
香港掌握好「一帶一路」的機遇，可為香港未來 50
年甚至更長時期注入巨大發展動力。如果港人不主動地
抓住這個機遇，就勢必自我邊緣化。在「一帶一路」戰
略實施中，香港最重要的是做好「超級聯繫人」，發揮

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開拓者和先行者的作用。
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視作
香港發展的重大機遇，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政府除了將
成立由他主持的「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負責制定香
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並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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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中央部委、各省市
政府、香港的業界、專業團體和民間團體聯絡。
香港民間的研討活動也如火如荼，香港的學術界、各
種智庫、企業界以至社團機構與特區政府部門一起，共
同興起了一股研究「一帶一路」與香港機遇的熱潮，提
出了大量極具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港人對「一帶一
路」與香港機遇已有初步認識，不過，在一定程度上呈
現「四多四少」的現象：談整體戰略者多，談具體戰術
者少；談宏觀者多，談微觀者少；談全域者多，談局部
者少；讚美者多而給予完善建議者少。這些情況凸顯出

落實「一帶一路」戰略最根本的問題是，實現中外產
業和項目的對接，並要為這種對接建立有效平台和機
制。香港應主動對接「一帶一路」，盡快打造綜合服務
平台。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工商界首先應切實弄清「一
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重點城市希望
引資發展的產業、經濟領域和項目等資訊，幫助香港專
業機構和專業人士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會計、設
計、諮詢以及其他專業配套服務，為「一帶一路」建設
提供法律和仲裁服務。支持香港企業發揮研發、管理、
創意、行銷、物流等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產能
等實體經濟領域合作。
國家大力鼓勵及推進內地企業「走出去」，並將通過
「一帶一路」建設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營造有利於內地企
業的投資環境，香港應加快研究和落實為內地企業提供
基建項目貸款、過橋貸款、發債融資、顧問諮詢、項目
管理和專業服務等，使「走出去」企業的業務發展更加
順暢。

鞏固境外人民幣融資市場的優勢地位，以產業合作和
貿易往來提升人民幣作為區域貿易結算貨幣地位。香港
要盡快推動、參與或發起建立針對「一帶一路」政策目
標的多邊金融機構、投資基金、行業組織或爭議處理機
制，與內地相關主管部門共同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多邊
參與、產權及投資保護機制。充分發揮香港金融市場的
多元化優勢，從全球資本市場，把各種機會、各個領
域、各個客戶撮合起來，為「一帶一路」提供貸款、債
券、股權等不同類型資金，滿足不同客戶的多元化資金
需求。

進一步深化與內地合作
香港要進一步深化與內地合作，共同開闢「一帶一
路」市場，在專業服務和國際化人才方面深化與沿海省
區市的合作，創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準。同時與內
陸省區市併船出海，構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層次合作格
局，共同開發沿線市場。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特區政
府有關部門和工商界應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加快研究和
落實的步伐，以實際成果來奠定香港在「一帶一路」戰
略中開拓者和先行者的地位。

對症下藥平息鉛水風波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去年七月啟晴邨率先爆出鉛水恐慌後，問題
席捲全港多個公共屋邨，數萬住戶受影響。經
過大半年的調查，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早
前發表報告，直指持份者集體失職，並針對確
保香港食水安全等問題，提出為全港屋邨驗水
等建議。
鉛水危害市民健康，人心惶惶，涉事官員道歉
過後，公眾更關注政府如何善後。奈何，當局雖
然表明全面接納調查報告，卻又稱要先留待專家
小組在 6 至 9 個月拿出具體方案後，再決定如何
驗水。換言之，如何驗、何時驗等關鍵問題仍然

是個謎，可憐受影響的全港公屋居民只能無奈的
等了又等。
毫無疑問，拖拖拉拉絕不能挽回市民對食水
安全的信心，政府當務之急是盡快對症下藥，
包括馬上落實委員會報告建議，主動以恰當的
取樣規程，再為所有公屋屋邨安排檢驗食水，
如有困難也應開誠佈公，說清楚、講明白。此
外，水務署及房屋署在事件中明顯失職，當局
宜多行一步，向受影響居民提供寬免租金及水
費等方案，以補償日復日承受的滋擾，消除民
怨。

有父母為免鉛水影響孩子發
育，至今仍不厭其煩到大廈分層
水喉取水，為官者必須有苦民所
苦的同理心，密切跟進受鉛水影
響兒童的健康及學習發展，提供
適切醫療及支援，以及盡快完成
受影響屋邨的換喉工程。長遠而
陳勇
言，政府更應制定一套屬於香港
的優質食水標準，切實保障港人安心用水，否則
小市民連喝一口涼水也要自求多福，政府又豈能
贏得人民的信賴。

江令儀
議上，指即使有人濫用酷刑聲請，政府亦不能一
概而論，將某個國家的申請者形容成經濟難民來
港打黑工。明知酷刑聲請機制被扭曲濫用，明知
有人別有用心地竊取香港社會的財富和福利，公
民黨卻依舊以一些可笑的邏輯或說詞來粉飾太
平，阻止當局「撥亂反正」，卻不知是何居心？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作為富庶的法治社會，無論
基於國際義務還是人道良知，都願意對亟需人道
庇護的人們提供幫助，但對象絕不是那些打難
民幌子、來港「搵世界」的假難民。偷渡來港非
法入境者，沒有任何理由尋求難民身份，香港政
府和廣大的納稅人，更沒有責任義務為這些人埋
單。
據數據顯示，政府財政每年花費在「假難民」
相關議題上的開支約達17 億元之巨。這筆巨款若
能夠分攤在醫療、教育和扶貧等領域，相信每一
個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就有機會獲得更好的生
活，更舒心的公共服務。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這是每一個辛苦納稅的市民，最簡單樸實的心聲
和訴求。公民黨既然慷納稅人之慨，以社會財富
為假難民留港創造條件和便利，那麼每臨選舉之
時，就不要將「捍衛本土利益」宣之於口，否則
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嗎？所謂魚和熊掌不能
兼得，選民的利益和假難民去留，公民黨必須有
一個立場和選擇。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無法凸
顯公民黨面對問題時的勇氣和承擔，望其早日還
社會一個說法。
雖然公民黨是指望不上了，但政府必須以民眾
和社會的切身利益為施政依歸。針對當下「酷刑
聲請」機制存在的問題，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如何
堵塞相關漏洞，加快對真假難民的甄別工作，對
不合格的人士要果斷採取遣返行動。只有通過遣
返行動，才能讓外界明白偷渡來港沒有前途，從
根本上打消偷渡來港的念頭，降低假難民對社會
的負面影響。

法院內是否有個
「幸福摩天輪」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去年三月，攜帶自製辣椒油噴劑參與「光復元
朗」反水貨客示威活動的無業漢及地盤工人，日前
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不准保釋上訴即時判囚
六個月和九個月。時間再倒回上星期，公民黨成員
曾健超於「佔中」期間以疑似尿液的臭水淋向當值
警員（這是何等「無底線抗爭」？到底曾以什麼作
為推動力，他與香港警察真的如此苦大仇深非以淋
尿來羞辱前線警員不可！）曾健超襲警拒捕案罪
成，但只判囚五星期並可保釋上訴。
相對同類傷人案，同是發生於「佔中」期間，
數名市民向坐鎮金鐘佔領區的「佔中總司令」黎
智英投擲動物內臟，卻被判入獄九至十八星期不
等。同樣是投擲污物，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向警員

淋尿的代價是五星期監禁，而普通市民向香港
「民主天父」黎智英掟豬內臟卻判九至十八星
期。難道黎的身份比執法者香港警察更尊貴？到
底法官是以什麼準則判刑？相信包括在任或已退
休的法官，也沒有人能提供答案。
再看黃之鋒、羅冠聰等人焚白皮書時被告阻差辦
公案件，裁判官先來個嚴斥，不過於判詞卻為放生
兩人而對「阻差辦公」作出「令人敬佩」的重新定
義，裁判官認為「二人的行為僅令探員不便，（探
員）稍加費力（費時及兜路）便能完成工作」，故
此判二人無罪！又看看《壹週刊》誹謗「霸王」案
件，誹謗罪成但基於需要「保障香港言論自由」，
主審法官最終判壹傳媒只向霸王集團賠償一個訟費

也唔夠找數，根本沒有實質性懲罰的三百萬港元。
有法庭判案作例證，所有涉及公眾活動的「政
治案件」，有罪無罪？判輕判重？完全有如幸運
大抽獎，視乎被告是否好運，抽到一位「好官」
作主審。只要好官當日心情特別，便會作出特別
的判决，甚至突然「慈母上身」，發揮母愛無微
不至的關懷，先嚴斥，後輕判。當然，不能比較
的是，慈母只會眷顧愛兒，就算是不肖子，在慈
母眼中，都是為理想而違法的小天使。如果是普
通人犯案，當然得不到慈母的眷顧，就算他抱有
多大的信念或崇高目的，必會為自身行為付上代
價。或許這個「幸福摩天輪」只能為部分「假民
主、真暴徒」轉動！

楊偉雄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非法偷渡人員濫用酷刑等免遣返聲請機制大舉
湧港，有的騙取社會福利做「蛀米大蟲」享受納
稅人的供養，有的為了打黑工賺錢，加入黑社
會，從事盜竊、行劫及販毒等犯罪活動。人道機
制被濫用，偏離了制度的設立初衷，亦損害真正
需要庇護者的權益。然而，儘管社會對於假難民
問題已經日益形成了一定的共識，普遍建議打擊
非法入境罪行，遏止「假難民」問題惡化。但包
括公民黨在內的某些政團，為了霸佔民主高地，
罔顧民生福利，一味盲從力撐假難民，為其留港
提供法律支援，又迫使政府提供最優厚的人道援
助，所作所為簡直是「倒香港人米」，與其成日
掛在嘴邊的本土，顯然是自相矛盾。
事實上，為堵塞非香港居民利用酷刑聲請在香
港打工賺錢的法律漏洞，特區政府早於2009年11
月提議修訂《入境條例》，惟當時的「大狀黨」
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即反對修改法例。去年 11 月，
公民黨郭榮鏗又在一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

中游研發 潛力無限

公民黨撐假難民明
「倒米」

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周通過
向創新科技基金注資 20 億元，成立
「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創新科技
署正積極展開籌備工作，以期在
2016-17 年度內推出此專項計劃，
讓相關的本地大學，在重點科技領
域進行更多中游和應用研究，研發
楊偉雄
出更多可轉化作實際應用的創科成
果，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中游研究是把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新的運算式、
配方或處理方法，其成果有潛力再作進一步的下游
研究，甚至開發產品供應用或商品化，是創新及科
技生態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有一流的大
學，科研人才和研究成果均達世界水平。推出「院
校中游研發計劃」，就是要釋放本港大學雄厚的科
研力量，充分發揮大學優勢，改變目前大學集中進
行基礎研究的局面，令更多研究成果可供下游研
究，加快研究成果轉移與商品化，推動官產學研結
合。
多年來，本港大學的科研應用成果有目共睹。以
下是幾個例子：
香港大學成功研發全球第一種可代替靜脈注射醫
治血癌的口服砒霜藥物，是目前唯一完全在香港研
發和生產的專利藥物。
香港中文大學推出的無創性胎兒 DNA 產前篩選
法，以抽血快速測試取代傳統刺針抽羊水，現已在
全球90多個國家廣泛應用。
香港科技大學與浙江大學及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發
現人體的一種蛋白質，有望成為治療阿爾茨海默氏
症的新藥物並應用於人類。
香港理工大學與波音公司合作成立航空服務研究
中心，將飛機維修工序自動化，大大縮短飛機維修
時間，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
香港城市大學發現了製造超高強度鋼的新方法，
這項技術的特許授權已授予內地一間高科技鋼鐵機
械製造商，其鋼鐵產品獲全球鋼鐵廠廣泛使用。
浸會大學發明的超硬抗刮強韌薄膜技術，更得到
今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最高榮譽大獎。
不少由大學孕育出來的創新科技，如無創產前檢
測、「轉基因鯖魚將魚」技術、防火機械人、計算
機視覺和深度學習原創技術等，現已發展成為獨當
一面的初創企業。
香港大力推動創科之際，必須正視上中下游銜接
的問題。有更多應用研究，便有更多轉移轉化、更
多項目流，隨之而來會有更多商機、更多初創企
業，有助締造有活力有生氣的創科文化和生態系
統，構建知識型經濟。「院校中游研發計劃」的設
計十分進取，不要求研發項目必須得到業界的贊
助。我們會訂定重點研究課題，每半年邀請院校提
交申請。一般而言，每個項目須於 3 年內完成，資
助上限為 500 萬元；涉及多門學科或多間科研機構
的合作項目，將獲優先考慮及較高的1,000萬元資助
上限，以推動本地與海外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合作。
我們推出「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充分顯示政府
願意增加科研投資，重視技術轉移。計劃是一個起
步，我們會不時檢討，讓計劃可激發更多應用研
究，提升研發人才質量水平，推動產業發展並解決
不同領域的問題，達致官產學研多贏的局面。

中德關係迎來戰略新契機
張敬偉
號稱「鐵娘子」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期訪華。中國
和德國兩國之間屬於「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默克
爾總理訪華，和李克強總理共同主持第四次中德政府
磋商，在前三次磋商成果的基礎上，再次提升中德全
方位合作的質與量。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默克爾總
理的第 9 次訪華，僅此即可凸顯中德關係雙方合作的
重要性，以及在推進中歐關係方面的引領作用。默克
爾此前訪華，曾參訪過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重點
城市。此次訪華，她將到訪東北地區的重要城市瀋
陽，這也折射中德兩國可能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方
面有所進展。
全球經濟大環境依然處於晦暗不明的狀態，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也將經歷長期性的「L」型發展。德國經濟同
樣也不樂觀，其肩負後危機時代的歐盟團結和重振歐
元之責。更重要的是，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導致了全球性

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因而，如何在互利共贏的基礎
上，提升中德之間的全方位夥伴關係的戰略內涵，將中
德合作打造為中歐合作的範本，是本次中德總理級磋商
的重要內容。
由於中德關係的特殊性，兩國總理級的政府磋商，沒
有太多形式主義的浮華，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乾貨。具
體而言，就是進一步對前三次磋商達成的協議和商業合
作進行總結分析，看看還有哪些沒有落到實處，問題癥
結何在。如果以往的合作消化不良，就難以達到預期的
合作效果，中德兩國關係的基礎就不實不穩。所以，本
次中德政府磋商，除了相見歡，還需解決問題，提升合
作質量。
由於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中德經貿合作面臨一些問
題。譬如，去年兩國貿易額同比下降了 11.8%。導致這
一結果有一部分的客觀原因，但兩國需要尋找新的合作

點，以降低兩國貿易額降低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兩
國經貿關係依然存在令人樂觀的豐厚基礎。目前，德
國仍是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和歐洲對華直接投資
和技術轉讓最多的國家。而且，伴隨中國資本的外向
性增強，中國資本在德國的投資增幅步速開始快於德國
的對華投資。這反映了後危機時代的中德、中歐經貿關
係新趨勢，如何順應新形勢充實中德關係內涵也是本次
磋商的重要內容。
中德關係的「好」是看得見的，困擾中德關係的一
些負面要素也值得警惕。如前所述，貿易保護主義在
全球抬頭，對於中國、德國、歐洲、美國和全球市場
均非好消息。經濟全球化已成全球大勢的今天，單個
經濟體或集團性質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復甦構
成了威脅。尤其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市場偏見，將
全球化的市場分割得七零八落，這注定是零和博弈的

危險遊戲。令人憂慮的是，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歐美
等主要經濟體唱了主角，並且濫用了 WTO 的規則。
最突出的，莫過於美歐市場對中國鋼鐵產能的指責，
並且開始啟動對中國鋼鐵新的貿易戰。在此問題上，
歐洲的鋼鐵企業也在其中。從光伏產品到鋼鐵產品，
歐洲對華相關產業的貿易戰，一直未能停歇。對於中
歐經貿方面的爭端，作為歐盟老大的德國，應該發揮
理性務實的潤滑作用。
此外就是在如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方面，德國也
應發揮積極作用。還有就是，即將脫歐公投的英國，對
華關係呈現出積極姿態，這值得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
家反思。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放性的市場，對華關係
的戰略性提升，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自己。
不可否認，中德、中歐存在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的差
異性，但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應是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