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粵港澳大灣區新機遇 加快產業發展

雖然目前本地就業市場相對平穩，失
業率處於低水平，但作為外向型經濟
體，香港既要應付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
激烈競爭，又要面對一系列不明朗因
素，包括美國展開加息周期，各種形式的
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不同國家重新出台，
都有可能導致香港經濟出現下行壓力。
居安思危，香港必須致力提升各行各業
的競爭力，並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才有
可能為社會不同階層開拓新的出路。

開拓新出路 離不開發展新產業
香港奉行法治，知識產權和資訊自由

得到保護，也有先進的科技基建設施，

對於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和網絡經濟，
具備相當優越的條件。創科的推廣應用
也有助於提升各行各業的競爭力。因
此，本人多番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制定長
遠的創新及科技發展策略，增加科研資
源的投放，推動「科技成果商品化，商
品產業化，產業國際化」。
平心而論，本屆特區政府對於推動創

科，可謂不遺餘力。尤其是自創新及科
技局於2015年11月獲立法會財委會通
過撥款成立以來，推出不少措施，令創
科氛圍有所改善。去年施政報告更宣佈
投放 180 億元，在近年堪稱「大手
筆」，包括預留20億元資助本地大學進

行更多的中游及應用研究；又設立20億
元「創科創投基金」，以配對形式與私
人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於本地的創科
初創企業等。這些資助計劃無疑有助於
鼓勵研發和創業，推動科技產業化。

增加用地 加大投入
另一個制約創科及其他新興產業發展

的因素是土地。例如，白石角科學園現
已形成創新科技的集群效應，可惜其拓
展一直受到土地不足的局限。我樂於見
到，特區政府已預留大面積用地，包括
在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一幅超過50
公頃的土地，供創科及其他新興產業或
工業用途。更引人注目的是，特區政府
和深圳市政府今年1月初簽訂了合作備
忘錄，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面積將是白石角科
學園的4倍。同時，政府支持香港科技
園公司在科學園旁邊興建一座「創新斗
室」，提供靈活設計的住宿單位和共用
工作空間等設施，租予科學園內的培育
公司或初創企業的人員，爭取3年後落
成。這些規劃無疑令人十分鼓舞，但如
何凝聚社會共識，爭取相關持份者的支
持，一一予以妥善落實，將成為未來特

區政府面對的一大考驗。
同時，要推動創科發展，如果缺乏研

發資源的持續投入，動力可能無以為
繼。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
的比率由2003年的0.68%上升至 2015
年的 0.76%，增長緩慢，亦遠遠落後於
區內其他着重創科的經濟體。本人多番
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香港應爭取在未
來十年，將該比率提升至 2.5%或以
上。
為了鼓勵企業進行研發，經民聯建議

給予企業研發資金3倍扣稅，以投放更
多資源開發高增值的生產線。經民聯又
建議政府設立100億元研究基金，鼓勵
科研產業發展。今年的《施政報告》首
次提到，將考慮提供包括稅務和財務優
惠等支援措施，以吸引創科企業，希望
當局盡快與工商及科技業界商討具體的
措施，避免議而不決。
至於推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今年的

《施政報告》提到，當局將推動「再工
業化」，籌備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數據
技術中心及先進製造業中心，以支援一
些優勢產業，包括生物科技、大數據、
物聯網、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上述
建議必須有具體的措施落實。

制訂長遠產業政策
當局在推動產業發展

方面，也應該有整體的
思考。本人於2015年3
月在立法會動議了一項
議員議案，促請政府盡
快制訂長遠、全面及平
衡的產業政策，議案經不同黨派議員修
訂補充後獲得通過。我認為，下一屆特
區政府對於這個課題必須確立清晰的政
策願景和目標，貫徹和落實公共財政「應
使則使」的原則，透過政府財政措施和資
源的調配，策略性地刺激不同產業的增
長，從土地供應、稅務優惠、專項資
助、人才培訓、官產學研相結合等多方
面，提供綜合配套，策略性地刺激不同
產業的增長，吸引外來投資。
我們不但要鞏固支柱產業，包括金

融、物流、旅遊及專業服務等，而且要
加快扶植新興產業，包括環保、創新科
技、檢測及認證、文化及創意產業等，
更要活化傳統產業，例如食品製造與加
工等，令香港經濟可以朝着多元化、高
增值的方向發展，迎接國家和區域發展
的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首次列入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提升至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將為香港帶來極大機遇。不過，正

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指出，香港若繼續受內部政治爭

拗折騰，經濟發展不久就有可能被深圳超越。這絕非危言聳聽，

以2016年兩地的生產總值比較，深圳的GDP為1.94萬億元人民

幣，約折合2.18萬億港元，香港的GDP為2.49萬億港元，差距越

來越小。而深圳在新經濟發展，尤其是創新及科技產業方面，更

有超卓表現，香港實在不容怠慢。

特首選舉已進入候選階段。
回顧過去，有個別候選人談及
對選舉制度、人大「8．31決
定」的看法，令筆者感到疑
惑，實在不吐不快。
有候選人認為︰「如果任何

一個人贏得是次選舉，是靠某
部分政治光譜的支持，會令管治情況非常困
難。」筆者不敢斷言有關候選人所言的政治光譜
為何，但有傳媒就解讀，所謂「政治光譜」乃指
建制派與反對派之分。
要判斷一個候選人是否得到社會廣泛支持，

除了以其是否得到廣泛政治光譜的提名作為評價
標準外，更重要的是，觀察社會各界、各行各業
對某候選人的支持程度。我在過去的文章曾提
過，選委會的四大界別最有廣泛代表性，包括
38個香港最主要的界別分組，包含香港的各行
行業、各個群體，是香港社會的縮影。故取得四
大界別廣泛提名的候選人，必應理解為得到廣泛
政治光譜支持，由這樣的人當特首，更有利凝聚
香港社會共識。

有報章引述，有參選人認為自己不能「入
閘」，反映現時制度有所缺陷，以及有選委受
壓，並指人大「8．31決定」需要放寬。首先，
現時制度及四大界別的廣泛代表性及重要性，上
文已有交代，不再贅述。其次，競爭者參加任何
比賽，處下風就歸咎於制度有缺陷，而非自我反
省，是欠缺體育精神的行為，更是對選委的不尊
重。
人大「8．31決定」合憲合法，符合香港情
況、符合循序漸進原則，是香港政制發展的基
礎，因為反對派盲目反對、綑綁否決，令符合人
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功虧一簣，特首
普選落空。政改方案都未曾正式實踐，單憑感覺
便要求放寬，指稱「制度有缺陷」，這是實事求
是的做法嗎？
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相信會出現更多

對選舉制度的討論、批評，希望候選人、傳媒、
市民應深思慎言，不要巧言令色，誤導公眾，否
則必會露出馬腳，自暴其短，若引起不必要的亂
局，就更非政治家應有的氣度。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蔡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林鄭帶領香港走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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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並不能為選戰加分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漁農界）

毋庸諱言，香港過去幾年相
當政治化，社會撕裂得很厲
害。反對派更經常指控建制派
及特首梁振英是社會撕裂的罪
魁禍首。說實話，對於反對派
的指控，令人有賊喊捉賊的感
覺。這不是主觀感覺，而是基

於事實的判斷。
想當年，梁振英仍未正式上任，反對派已開

足火力要求他下台，到底是誰首先破壞社會安寧
呢？到了今屆特首選舉，反對派變本加厲，提名
期甫結束，反對派便立刻發起針對林鄭月娥的遊
行，甚至展出「反抗林鄭暴政」的標語。試問一
下，選舉仍未開始，林鄭作出過什麼暴政呢？
反對派這種未上台便要人下台，甚至未選便

要人下台的態度，無疑是一種鬥爭思維作祟，為
反而反，終日找尋鬥爭對象，香港又怎會和諧
呢？
無論是梁振英競逐特首，抑或林鄭月娥競逐

特首期間，我注意到他們都盡量避免批評反對
派。相反，反對派就窮追猛打。再問一句，到底

是誰蓄意製造撕裂？
反對派曾指，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導致
了「佔中」的出現。問題在於，戴耀廷於2013
年初便已提出發動「佔中」了，人大常委會
2014年8月31日才作出「8．31決定」，「佔
中」根本一早處心積慮。事實清楚證明，反對派
才是撕裂香港的罪魁禍首！
反對派表示，如由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社會

只會撕裂下去，無法恢復和諧。反對派是在勒索
和恐嚇香港人，這根本是一種黑社會邏輯。試想
一下，反對派說不能選擇林鄭月娥，否則他們就
會全力開火攻擊，使到香港家嘈屋閉、永不安
寧，如不想香港出現這種情況，便要選擇其他候
選人。問題在於，恐嚇的是反對派，林鄭月娥和
港人根本是受害者，反對派不要指鹿為馬。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

出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小組會議時，再次提醒香
港不能泛政治化，必須抓緊機遇，不要浪費精
力，不應把街頭政治當成生活一部分，否則可能
會失去國家發展的機遇。張德江委員長苦口婆
心，着眼香港的根本利益，反對派聽到了嗎？

反對派才是撕裂香港的罪魁禍首
陳志豪 香港群策匯思副主席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發表完
整政綱，社會各界稱讚內容全
面踏實。林鄭月娥表明政改要
在人大「8．31」框架下盡最大
努力，營造有利的社會氛圍，
而23條立法，政府須權衡輕重
及謹慎行事。林鄭的其他民生

政策建議同樣「貼地」到位，包括容許未補地價
居屋放租；以政府的港鐵股息降低市民的長途車
費；擱置小三TSA；特首及司局長定期落區與
區議員座談等。
政綱另一亮點是「與青年同行、共創未來」

的章節，提出招聘青年人加入中央政策組全職
工作；在法定組織及委員會起用青年委員；設
立更高層次的「青年發展委員會」，監督各局
推動青年發展工作；特首與官員用社交媒體與
青年對話等。林鄭月娥廣開言路，為青年提供

多元化機會及空間，足證她與青年同行的決
心。
事實上，青年意見倘能在政策制定階段被吸

納，有利施政暢順，締造社會和諧。不過，同行
創建未來，有賴各方的努力，但觀乎社民連、
「香港眾志」等激進人士連番踩場追擊林鄭月娥
的暴行，香港要走出困局，絕不容易。
港人必須撫心自問，過去「佔中」慘淡收

場、旺角暴動流血落幕、激進反對派辱華風波鬧
得滿城風雨等，終究令香港陷入更大的撕裂與傷
害。如今當反對派享受傳媒簇擁，反嗟「我要真
普選、反對23條、抗議小圈子選舉」等口號，
甚至當面把候選人的政綱撕毀及擲向對方時，究
竟香港下一代可以得着甚麼？
香港要前行，有賴全社會馬上喝斥制止反對

派「做騷」搞破壞，不容他們再把我們的家園淪
為反中禍港、硝煙四起的「殺戮戰場」。

棄激進禍港 同行創未來
陶桂英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加速香港經濟發展 林鄭遠勝曾俊華

行政長官候
選人林鄭月娥
在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有一句話很令筆者感
觸，相信也會令多數香港人感觸，包
括那些投票給「泛民」的人士。林太
說，負責財金的官員瞇着眼睛不看，
「經濟大事不管，只搞美食車，經濟
大事竟然沒有人去管，所以看到這些
數字很是傷心。」她補充，「到底有
沒有與（外國）商會談談，為何大公
司走了？」她所指之人，相信大家都
心中有數。難道未來，香港還要交給
這些只會做美食車的人管嗎？
這次北京兩會，中央傳達了一個很
明確的信息，就是要求香港加速經濟
發展，趕上國家發展的步伐。這其實
也是對下一任特首的要求。相信，要
完成這個任務，林鄭遠強於另一位特
首候選人曾俊華，至於胡國興就更別
說了。

經濟放首位 切莫玩政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出
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會議時，全面闡
述了當前國家的發展和香港堅持「一
國兩制」，保持安定繁榮的關係，提醒
港澳兩個特區要堅守「一國」之本、善
用「兩制」之利，搭上國家發展的列
車。他風趣地說，別人搭這趟快車要
「排隊買票」，但港澳「自己人」不用
買票，還有預留座位，如此大好機遇，
又怎可以錯過呢？張德江談笑之間，其
實不也是在「敲打」香港嗎？他特別提
到，去年香港的經濟總量為23,000億港
元，深圳為19,000億元人民幣，再過
兩三年深圳極有可能超越香港，「你
還不着急啊？還不把發展經濟放在首
位，你還成天去玩政治？」
在此，張委員長明確提出要將「發

展經濟放在首位」，告誡香港不能
「整天去玩政治」了。他還用深圳將
趕超香港的緊迫現實，提醒香港。到
底如何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我們
香港不能再迷惘了。

這次，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也提出，支持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
和諧。在此，李總理也是特別看重
「發展經濟」。
記得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

魯利馬也提出「綜合施策」：着力推
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堅決維護國
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也是將
發展經濟放在首要位置。
事實上，自從鄧小平提出「發展是

硬道理」的論斷後，中央領導人都將
「一心一意謀發展」放在治國大政方
針的首要位置。國家領導人有一個基
本的判斷，那就是：國家出現的種種
問題，都只能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尋求
解決。貧窮落後必然使社會矛盾積
累、激化，富裕才有本錢去撫平矛
盾，營造和諧社會。
去年張德江訪港，會見香港各方面

人士，顯見他對香港政情、經情、民
情都十分熟悉，尤其對於香港近年來
內外環境的劇變，深層次矛盾突顯，
政治內耗加劇，阻礙了經濟發展；而
經濟徘徊，增長低速，也影響了民
生，反過來也增加了市民尤其是青年
的不滿，使到社會更加政治對立。因
此，張委員長提出香港將「發展經濟

放在首位」，是切中時弊，抓住了治
港的重心。

港發展遲緩 林鄭不甘心
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還着重指

出：行政長官地位重要、角色關鍵，
不同於一般的特區問責官員，中央對
行政長官的要求必須更高。就中央信
任與管治能力問題，候選人之一的曾
俊華不止一次說過，回歸以來，他歷
任關長、局長、司長，都是由中央任
命的主要官員，難道會沒有管治能
力，難道中央會不信任他嗎？不少市
民對這一說法也覺得言之有理。事實
上，認真琢磨張德江的話，便可明白
當特首要求更高，當得了司局長，未
必就當得了特首。而中央對特首的任
命權是實質性的任命，是體現國家主
權的行為，中央必然維護國家利益和
安全的高度去審慎處理特首任命。
林鄭月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

露，參選特首的部分原因，在於對港
近年發展遲緩的「不甘心」。她慨嘆
港已浪費十年時間，強調經濟將是特
首未來五年施政的「重中之重」。
古語有云：知恥近乎勇。有理由相

信，林鄭月娥在深刻明白香港發展的
短板後，會努力帶領香港開創美好的
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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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近年經濟裹足不前本港近年經濟裹足不前，，
是很多社會矛盾的根源是很多社會矛盾的根源。。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參加港區
人大代表團審議討論時
指出，香港正處於發展
關鍵階段，首先要把民
生、經濟搞好，社會太
多爭拗，太政治化將影

響香港未來的發展。行政長官候選人林
鄭月娥提出切實可行的施政綱領，有望
改善香港的民生、經濟，帶領香港走出
新路，正是港人的希望所在。
林鄭月娥公佈的政綱，全方位獻
策，帶領香港突破困局，以民生、公
務員、經濟、青年四大重點，提出政
府以股息降低港鐵長途車費、「居屋
出租試驗計劃」及改組中央政策組等
政策。林鄭提出的政綱有三大特點，
關懷民生、發展經濟、改善管治。她
的政綱以「與民同行」為核心理念，

是在充分聆聽各界意見後制訂的，因
此是一份貼近民心、深孚民意的施政
綱領。
在民生方面，林鄭月娥建議運用政

府從港鐵收取的股息，削減港鐵長途
車費，直接使財政收入惠及萬家。她
提出盡快落實2,000億元撥款的10年公
營醫院發展計劃；推出「居屋出租試
驗計劃」，容許未補地價的居屋業主
與社企合作，將單位在市場放租。這
些都是滿足市民需要、改善市民生活
的迫切之舉。
在改善管治方面，林鄭建議「簡政

放權」以提升士氣，優化政府各基金
審批程序。她還倡議改組中央政策組
為「政策及項目統籌組」，以提升公
眾參與、統籌跨局跨部門政策制定，
並招聘20至30名青年人以非公務員合
約形式加入。這是她參加政府公職工

作幾十年的經驗總結，為政府帶來管
治新風。
在房屋問題上，林鄭指出，現時最

大的社會目標是盡快解決居住環境惡
劣的問題，特別是現時房屋問題嚴
峻，任何方法都應該嘗試。此外，林
鄭月娥在電台節目繼續解釋房屋措施
時指出，薪金追不上樓價是不爭的事
實，但房屋問題不是魔術棒可以解
決，大量開拓土地都需要時間，短中
期可以做的就是釋放現有房屋單位的
潛力，所以提出試驗計劃，讓25萬未
補地價的居屋單位，在不補地價的情
況下出租，而具體細節仍然要研究。
林鄭月娥在政綱中高度重視經濟、

民生議題，涵蓋的民生、經濟、青年
和公務員等四大範疇，都是香港社會
比較關注的議題，解決好這些議題，
有利促進社會和諧和香港長遠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