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19年來，香港風雨兼程，砥礪前行，總體經
濟保持平穩發展。同時，香港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緩
慢，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下，有如逆水行舟，
競爭優勢不斷削弱。本屆政府看到問題所在，以適
度有為、迎難而上的決心和魄力，力推創科產業，
積極把握「一帶一路」機遇，邁出提升競爭力、拓
展發展空間的重要步伐。適度有為的施政新猷，值
得香港七百萬市民支持。

回歸以來，在中央堅定不移的支持下，香港社會
各界齊心協力，香港取得令人艷羨的經濟成就。香
港GDP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5年的
2.39萬億港元，人均產值居全球第7位；財政儲備
高達 8461 億港元；失業率長期維持在 3.3%至 3.4%
低水平，堪稱全民就業；香港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
最自由經濟體。身為香港人，值得為回歸後的繁榮
穩定、安居樂業感到鼓舞。

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看到香港面對的困難。香
港是一個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長期奉行積極不干
預的政策，產業結構單一，過份依賴以貿易、專業
服務、金融、旅遊為主的四大產業，儘管以往特區
政府在經濟轉型、培育新產業有所着力，包括提出
建設數碼港、中藥港、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等等，可
惜收效甚微，一旦外圍經濟有風吹草動，香港經濟
難以避免遭受猛烈衝擊的局面。

回歸 19 年，香港經歷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
暴、2000年美國科網泡沫爆破、2001年紐約9．11
恐怖襲擊、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觸發的金融海
嘯，還有「禽流感」、「沙士」、「佔中」等天災
人禍，都對香港的繁榮穩定造成嚴重衝擊。英國智
庫Z/Yen公佈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全球
86個金融中心，香港已跌出三甲，排名已被新加坡

超越，跌至第4位。中國社科院發表新一份城市競
爭力報告也指出，香港在全國城市中的競爭力排在
第二位，連續兩年落後於深圳。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來港視察特別
強調，香港要保持自己優勢，一定要把經濟搞上
去，要看到現在國際經濟形勢很複雜，國家的競爭
很激烈，香港原有的經濟優勢在弱化，新的增長點
還沒有完全形成，大家要齊心協力把香港經濟搞上
去。發展是硬道理。香港的國際地位由經濟地位決
定，解決困擾香港的各種矛盾，發展是根本之道。
張德江語重心長的提醒，反映中央殷切期望香港集
中精力謀發展，全心全意增強競爭力。

值得欣慰的是，本屆政府正着力推動經濟發展，
採取的政策和措施也正在發揮作用。本屆政府自上
任以來，大膽擺脫窠臼，提出適度有為的理念發展
經濟，順應世界大勢所趨，在鼓勵創新科技產業中
扮演帶頭角色，鍥而不捨推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並在財政預算案宣佈成立創科產業發展基金，努力
締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另外，特區政府把握國家倡
導「一帶一路」戰略的契機，在施政報告中宣佈成
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和「一帶一路」辦公
室，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主動研究、制訂香
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促進香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民間交往，拓寬香港的發展
空間。

鼓勵創新創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香港的發
展迎來新局面、新機遇。當然，羅馬不是一日建成。
可以預料，香港的前路仍面臨種種挑戰。港人風雨同
路，榮辱與共，同處獅子山下，應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加快創新轉型步伐，為經濟發展注入
新動力，用艱辛努力續寫不朽香江名句。

風雨兼程砥礪前行 精誠團結創新創富
立法會近日進行二讀辯論《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部分業內人士擔憂政府提出的
增加非業界代表進入醫委會的修訂，會影響
到醫委會的專業性，有損醫生的專業尊嚴。
其實，這些修訂可擴大醫委會的代表性、透
明度和問責性，更好地維護病人和公眾的利
益，同時也是真正維護了醫生的專業尊嚴。
因為，發現、承認和糾正錯誤的專業承擔和
專業態度，正是醫生專業尊嚴的不可或缺的
組成部分；醫委會只有維護廣泛的各方利
益、包括病人權益，而不是僅僅維護醫學界
的小圈子利益，才能真正獲得社會的尊重。
因此，接納相關修訂，讓專業問題回歸專
業，不要被泛政治化、自身狹隘利益綁架，
才是真正維護醫生專業尊嚴的明智之舉。

香港醫務委員會作為監察醫生的組織，過
去一直實行專業自我監管原則。醫委會現時
由 28 位成員組成，只有 4 名來自非業界人
士，其餘都是醫學業界的代表。長期以來，
社會上一直批評醫委會在處理病人投訴方面
的效率較低，積壓的投訴個案逾900宗。因
此，政府決心推動醫委會改革，提出修訂有
關條例，包括醫委會新增加四名非業界代
表，當中三人由病人組織、消委會選出。這
些建議在審議階段已努力與持份者溝通，澄
清醫學界對修訂條例的疑慮。該草案在委員
會審議階段，大部分議員均表支持，認同此
舉有助於增加醫委會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但
是，到了立法會二讀辯論的時候，卻又被少
數議員上綱上線地指責為可能被「政治操
控」，甚至以狂點人數的方式來拉布阻撓，
令昨天的立法會會議流會。

少數議員聲稱新增加的非業界代表可能被行
政長官操控，這顯然是以泛政治化思維扭曲事
實。細看政府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內容就可以
發現，新增加的非業界委員，主要是代表病人
和公眾利益，對市民和病人均屬好事。醫療投
訴不僅涉及醫生，也涉及病人、消費者等多方
利益，適度增加一些非業界的代表參與，就能
夠更全面地反映出社會大眾的看法，對於醫生
業界來說，也是一種良性的監察。

毫無疑問，任何條例的修訂或改變，肯定
會觸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有些醫生擔憂非
業界人士在醫委會所佔比例增加，可能會影
響到該委員會在處理病人投訴時的專業判
斷。對此，要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醫
生的專業，就是要努力治好病人的疾病，治
好了病，才能充分體現出專業的水平，因
此，如果醫生的專業水平足夠，自然病人投
訴就少，更無須過分擔憂醫委會的正常監
察；另方面，如果醫生業界只擔心自身的權
益受損，而不顧病人權益的體現，只會令外
界覺得是「醫醫相護」、不關注公眾權益，
反而會令醫生專業的尊嚴受損。因此，社會
主流輿論都呼籲，醫生業界能夠以開放的態
度來看待修例，合理尊重社會大眾的訴求。
目前距離本屆立法會會期終結還剩兩次會
議，仍有關於醫生註冊、消防和私營骨灰龕
三項條例草案要處理，均與民生息息相關。
議員們應在維護醫生專業尊嚴和維護病人訴
求和大眾聲音方面取得平衡，排除泛政治化
及無端拉布的干擾，以負責任的態度，認真
審議並通過法案。

（相關新聞刊A9版）

維護病人權益 才能維護專業尊嚴

特首：處理兩地矛盾靠溝通
「一國兩制」下港常獲「單向優待」勉青年親身去了解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近年部分激進

分子因不滿內地人來港，而鼓吹「港獨」，要將

香港從國家中分裂出去。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報

章專訪時表示，有大批港人會到內地旅遊、學

習、工作和投資，並指在「一國兩制」下，香港

人經常得到「單向的優待」，也會引起內地人不

滿一些對港人優先的政策。他認為，要處理兩地

矛盾，溝通非常重要，也期望年輕人可親身去認

識和了解內地的最新發展實況。他又寄語香港也

不能安於現狀，要尋求可以貢獻國家的新領域，

繼續保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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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南華早報》
前日刊登特首梁振英專訪，報道指，梁振英不會
在今年9月前就競逐連任作決定，反映他將等待
立法會選舉結果以評估政治形勢。梁振英昨日透
過特首辦強調，任何競逐連任的決定，與立法會
選舉無關，現時會專注手上的工作。
特首辦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梁振英

在訪問中被問及會否在立法會選舉後才決定是否參
選，他當時回應：「No, it may not be as early as
September.」（不是，或者不會早至9月）。

是否競逐連任與立選無關

領展接手管理大部分公共屋邨商場
和街市後，租金和物價一直偏高，惹
人詬病。梁振英日前接受《南華早
報》訪問時直言，領展問題影響到市
民的購物需要，並指領展不是地產

商，有特殊的企業社會責任，質疑領展高層是否受獎金
驅使而大幅加租。他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滿足公屋居
民的需要，有需要時會提供領展以外的選擇，但不會回
購領展。
梁振英在訪問中表示，領展問題影響到市民的購物需
要，對許多香港人的購買力也構成打擊，最無力負擔高
價購物的一群也受到影響。
他直言，領展作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

有其應有的營運模式，並不是地產商，也有特殊的企
業社會責任，因為他們服務的對象是公屋租戶。

「好奇」領展高層獎勵制度
他對領展高層的獎勵制度感到「好奇」，「我想知道

的是，領展高級管理層是否受到獎勵制度驅動，必須盡
可能提高租金及盈利？若浮動獎金佔僱員薪酬一大部
分，有可能令僱員過分爭取表現……要謹記領展所服務
的人群，我認為有必要搞清楚這件事。」
他認為，以一個月或兩個月薪金作為花紅，是一個做
法，「但如果你對一個人說，租金每升100元，我會給
你當中一大部分，你就會推動那個人去了另一個方
向。」

梁振英又說，特區政府不會回購領展，但企業有社會
責任，而領展對公屋租戶尤其背負社會責任，因為公屋
租戶沒有其他選擇。

或會提供領展以外選擇
他強調，政府需要對公屋租戶負責，滿足租戶需

要，有需要時會提供領展以外的選擇，「尤其是長者
的購物需要，因為他們行動相對不便。我們不能要求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為了去街市每天走1里路，也不能
要求他們提着超市買來的一大堆東西走500碼的路回
家。此外，我們從未承諾讓領展壟斷街市商舖和商場
的供應。」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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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家眷往往要在壓力

下生活，梁振英的妻子及
子女亦如是，他們的生活
及行為甚至被刻意放大。

梁振英在訪問中表示，家人已習慣成為
新聞焦點，認為他們在應對壓力和外界
的注目時大體上做得不錯。

禮賓府做指揮中心
被問到家人有否因壓力而要求他辭

職，他直言「完全沒有」，指家人從未
因為這種壓力而要求他辭去特首一職。
即使2014年「佔領行動」爆發，他以禮
賓府作為處理示威的指揮中心時，家人
也未提出過這個要求。
他說，身為特首，有許多事無法與他

人分享，家人有時也摸不清發生什麼
事，「（他們）有時會感到擔心，但我
會渡過難關。是的，有時候這樣做對他
們不公平，他們也承受一些壓力。但畢
竟我不是第一次面對這些情況，他們也
不是。」
對於其幼女梁頌昕的「行李事

件」，梁振英指，當時可能出現誤
會，導致有人以為其妻梁唐青儀想自
行把行李帶到登機閘口，而她只是想
走到出境大堂。
他又指，當時梁唐青儀與機場職員的

對話以廣東話進行，而報告用英文寫
成，翻譯時有可能出現錯誤。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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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負特殊社責 強調不回購

資源分歧變為「港獨」興起
《南華早報》昨日刊登對梁振英的專訪。
梁振英被問到兩地矛盾時表示，之前兩地居民在社
會資源上出現競爭，如婦產服務、奶粉、幼稚園學
額、住屋等，而由於特區政府的對策，這些問題已得
到處理，兩地分歧已有所緩和。
但一些「反共」分子的行為或意識，卻轉化成「反
中國」和支持「港獨」的立場，「如今衝突的層面有
所改變，從內地與香港居民對珍貴資源的爭奪，轉移
為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紛爭，導致的後果包括分離
主義『港獨』呼聲興起。」
他指，有關問題在他於2011年宣佈參選之前已經出現，
當時已有不少文章和書籍探討「港獨」和「城邦論」。

強調35萬港人在內地工作
雖然有部分港人認為內地人「搶資源」，但梁振英
說︰「我們也要記住，有大批香港人到內地旅遊、學
習、工作和投資。」他進一步說，在北京、上海及廣
州就有約35萬香港人居住及全職工作，「35萬人大約
是香港總勞動人口的8%」。
他又指，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在內地獲得不少
「單向的優待」，例如香港貨車可進入內地、香港人可
以隨時進入內地和工作，「連一張表格都不需要填」等。
與此同時，部分內地網民也嚴厲批評香港政府「不讓
他們來香港買奶粉和買樓」、「不讓他們到香港旅遊」等。
梁振英認為，解決兩地矛盾的方法，始終都是溝

通，除了是特區政府官員向兩地人民解釋政策之外，

兩地市民也要加強溝通，「兩地人都有情緒。我認為
解決的辦法是溝通，所以我熱衷於鼓勵香港年輕人去
看看內地的最新發展，觀察其中的優劣。他們自己親
眼目睹、親身感受是很重要的。」
對於香港仍可享有這些「單向優待」多久，他回答
道：「只要香港對國家仍然有用，這是鄧小平賦予香
港『一國兩制』特權的前提。」

籲港人不能安於現狀
他認為，港人應清楚知道香港對國家有用的原因，
及所發揮的作用，也不能安於現狀，應該繼續保持優
勢，並尋求可以貢獻國家的新領域。
「儘管民眾在多方面的意見有分歧，但香港仍能獲
得優待，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

■梁振英 資料圖片

■工聯會早前到政總抗議，要求政府回購領展物業。 資料圖片 ■民建聯就領展經營及管理問題約晤林鄭月娥。 資料圖片

■「本土」組織早前反水客並於沙田滋事，不斷指罵內地旅客，更多次與警方發生衝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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