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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有遠見 速擴科技園
薯片政綱糾纏瑣碎細節 胡官只關注「細眉細眼」事

林鄭月娥政綱開宗明義表明，政府
需要在創新及科技發展上展示更

大決心和信心，充分發揮「促成者」
及「推廣者」角色，協助業界打破發
展局限，追上日新月異的國際創科潮
流，同時為創科在各行各業的應用提
供空間。

推優惠吸國際機構來港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過去與深圳
緊密聯絡，為促成「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下了很多工夫，同時掌握該項目很
多細節。她的政綱表明會盡快推進該項
目落成，同時盡快完成香港科技園擴建
工作，增加硬體供應。
她又指，將以稅務及土地優惠吸引國
際知名、公認為行內翹楚的機構落戶香
港，因為這些企業可為香港培訓創科人
才，讓本地初創者學習業內「最佳做
法」，以成功創業。

用現代科技升公共服務水準
林鄭月娥政綱也有關心創新及科技應
用如何改善市民生活，指將大力推動政
府通過現代科技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包

括應用科技提高長者服務效率，並致力
研究落實將於今年年中完成的香港智慧
城市發展藍圖，並探索以九龍東為起
點，打造香港成為更先進、更宜居的智
慧城巿。
曾俊華的建議不夠宏觀、細節瑣碎，

如提供政府公開資料即天氣、交通管
理、城市管理、人口結構等大數據；增
加免費Wi-Fi熱點覆蓋；提供政府一站
式服務，減少市民輪候時間；研發智能
維護系統，協調和統籌行人路、電纜、
光纖、水管等工程；管理路邊停泊車位
方便駕駛者及減少違例泊車云云。
培訓人才方面，林鄭月娥政綱指政府

可研究提高「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STEM）學科普及程度，長遠為
創科行業培育人才，並建議更新香港科
學館設施，參考海外優秀例子，從小培
養孩子對創科的興趣，也為旅遊業帶來
新景點。曾俊華僅稱增撥資源鼓勵高等
院校師生從事應用科研以及將科研成果
商品化。胡國興稱政府可透過推出獎學
金或其他獎勵機制，吸引香港頂尖學生
修讀研究科目。
三人都有建議政府要牽頭在各範疇

採用創新科技。林鄭月娥指，政府會
考慮調整採購政策，加入創科研發為
相關要求，不純以價低者得為考慮，
以增加有意投標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
入。曾俊華鼓勵政府及公營機構協助

測試初創企業產品；並在不違反世貿
《政府採購協議》前提下，政府及公
營機構可優先採購初創企業產品。胡
國興則稱，項目投標方面可予本地技
術或產品額外評分。

22 1177
�:4)�:4)

政 綱 比 拚 之 八

本港科技及創新產業積弱已久，三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政綱均強調發展的

必要。當中，以林鄭月娥兼備前瞻視

野及本地需要，提出推進落馬洲「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項目、吸引國際科

技翹楚機構落戶香港，以及推動政府通過現代科技提升公共服務水

準等。雖然曾俊華提出的建議也多，但較「次要」，花上相當篇幅

講研發智能系統，用來控制燈號以減少塞車、管理路燈以節省能源

等。胡國興則建議開放大數據、研發全民電子身份認證等「細眉細

眼」的事。 ■記者 文森

EQ批薯片任財爺無推創科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創科發
展滯後，政策要「到位」才能追上水平。立
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EQ）表示，林鄭月娥政綱最貼近現實，只
有她表明會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強
調「提供土地是首要的，否則發展創科產業
只是空談」。她又指，曾俊華重點推動金融
科技，雖然方向無錯，「但為何在位兩屆財
政司司長都沒有推動過？現在才來做？」

林鄭投資未來 踏第一步
葛珮帆表示，早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提出「0-1-1」，要政府各部門每年開支減
1%，間接造成政府部門智能發展方面滯後，
「個個縮資源，第一個找IT部門開刀」。
她批評對方在年年有龐大盈餘的情況下，不
但無投放資源改善政府創新科技發展，反而縮
減資源。她認為，林鄭月娥提出政府應勇於投
資未來的新理財哲學，認為是拆牆鬆綁，是鼓
勵政府內部部門推動創新科技的第一步。

葛珮帆表示，林鄭月娥政綱提及發展創科土
地、提供不同優惠吸引外國IT龍頭來港、優先
採購本地初創企業產品、發展智能城市等；相
反曾俊華主要提及發展金融科技，以及研發智
能系統管理管道維修工程；胡國興較側重改革
法律，認為林鄭月娥觸及層面最廣泛。

陳冠東：林鄭具國際視野
臻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陳冠

東表示，綜觀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政綱，各
有不同角度，個人比較讚賞林鄭月娥政綱，
指「林太寫得幾好！」他認為，林鄭月娥政
綱較宏觀及具國際視野，如以稅務及土地優
惠吸引外國IT龍頭落戶香港，有助促進香港
創科水平。
陳冠東認為，林鄭月娥仍擔任政務司司長

時，曾代表香港與深圳商討發展「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最終有份促成合作，對本港創
科企業長遠發展是好事，又認為她因此具有
一定產業經驗。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
僑接受本報訪問時，讚揚林鄭月
娥「有承擔、有義氣」。早年，
建造業工人被拖糧欠薪情況十分
嚴重，工人不時上街遊行，林鄭
2007年擔任發展局局長後，主動
與該會理事會聯絡及梳理問題，
了解工人屢被拖糧欠薪的問題癥
結，擬定對策，包括推動制定
「標準僱傭合約」及「建造業關
懷基金」，令基層工人受益不
少。
周聯僑解釋，當年工人沒有

地盤出勤記錄，經常被僱主或
大判藉詞拖欠薪金，「工人有
汗出！無糧出！」林鄭為此聯
絡工會，提出對策，「這些問
題很複雜，但她能夠解決。」
2010年，特區政府落實規定公
務工程要用「標準僱傭合

約」，令建造業欠薪事件有減
少跡象。
他強調林鄭「接地氣」，「林
鄭在我心目中完美，沒有瑕
疵！」至於另一候選人、前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他坦言從未接觸
對方，批評對方提出的「標準工
時合約」，反映其對改善基層打
工仔待遇毫無誠意。
廠商會副會長、立法會工業界

議員吳永嘉表示，自己提名林鄭月
娥，是基於對方多年的政府經驗。
她數十年從政生涯擔任不同工作崗
位，經驗豐富。
吳永嘉表示，欣賞林鄭「好

打得」，又提到林鄭月娥在政
綱中提出實施兩級制利得稅，
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稅率由現
時16.5%降至10%，相信可以幫
助中小企。 ■記者 文森

候選人創科政綱比較
林鄭月娥
■政府需充分發揮「促成者」及「推廣者」角色
■ 盡快推進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項目，及盡快完成香港科技園擴建工
作，增加硬體供應

■ 以稅務或土地優惠，吸引國際知名機構落戶香
港，為香港培訓創科人才

■ 大力推動政府通過現代科技提升公共服務水
準，如應用科技提高長者服務效率

■ 政府會考慮調整採購政策，加入創科研發為相
關要求，不純以價低者得為考慮，增加有意投
標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

■ 政府會致力研究落實將於今年年中完成的香港
智慧城市發展藍圖，並探索以九龍東為起點，
打造香港成為更先進、更宜居的智慧城巿

■ 研究如何提高「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學科普及程度，為創科行業培育人
才

■盡快更新香港科學館的設施
■ 推動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工作

曾俊華
■ 鼓勵政府及公營機構，協助測試初創企業產

品；並在不違反世貿《政府採購協議》前提
下，政府及公營機構可優先採購初創企業產品

■增撥資源鼓勵高等院校師生從事應用科研
■ 增加資源推動金融科技研發和應用，成立金融

科技研究所
■ 成立中小企雲端技術支援服務中心，聘用本地

科技公司，為有興趣的業界研發通用的雲端方
案

■ 發展數碼化基建，令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為所
有政府公開資料提供機器閱讀版本

■與公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免費Wi-Fi熱點覆蓋
■ 研發智能公共管道維護系統和道路管理系統，

協調和統籌道路等工程、控制燈號管理路燈等
■ 以先進數碼及空間技術開發土地管理系統、政

府物業管理系統，提高配對效率，減少空置時
間

胡國興
■ 未來5年內，逐步追上新加坡創新科技投資水

平
■ 為每位在業者或強積金供款者建立獨立電子身

份證明，簡化僱員轉工手續
■ 改變現有政策和法律，以把創科新興企業納入

正常發展軌道
■清晰訂立收集和推動運用大數據政策
■ 推出獎學金或其他獎勵機制，吸引香港頂尖學

生修讀STEM課程
■ 政府牽頭在各範疇如建築、環保、再生能源、

金融科技、網上安全等採用創科
■ 在項目投標方面予本地技術或產品額外評分、

減低承保項目訂金、履約保證金等
■ 簡化創新及科技基金批准過程，增加研發項目

免稅額，鼓勵資訊科技界與大學合作研究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老齡社會研究報告》
整理：岑志剛

■林鄭月娥提出推進落馬洲「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項目，圖為落馬洲河套區。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早前出席《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簽署
儀式。 資料圖片

由「佔中」搞手戴耀廷策動的所謂「2017
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昨日進行實體投
票，原本設在理工大學的票站臨時取消。戴
耀廷聲稱理大校方對學生施以很大壓力，質
疑是政治打壓。所謂「全民投票」毫無合法
性可言，而且漏洞百出，侵犯私隱，目的旨
在炮製虛假民意、干擾選舉。香港是法治社
會，任何機構都應依法辦事，學校更應該保
護學生，禁止在校內進行違法活動。理工大
學有權決定自身場地的用途，合法合情合
理，值得其他學校和機構效仿，共同守護法
治底線。

戴耀廷雖然是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但向來
視法律如無物。違法「佔中」、「雷動計
劃」，都是他的「傑作」。如今為了在特首
選舉「造王」、攪局，幫助反對派干擾施
政、搶奪管治權，戴耀廷在侵犯私隱風險沒
有消除、毫無法律依據、沒有監督機制的情
況下，硬推「全民投票」，為的就是在特首
選舉最後階段，為反對派的代言人製造虛假
民意。戴耀廷眼見「全民投票」在理大的實
體「票站」流產，馬上言之鑿鑿歸咎於「校
方給學生施以壓力」，這種毫無事實根據、
言必稱「政治打壓」的「受迫害妄想症」，
本身就是對校方的政治恐嚇、政治打壓。

特首選舉關係到香港的有效管治，必須依
法進行，怎樣選出特首有法定程序，不容許

反對派胡作非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全民投
票」的相關法例，所謂「全民投票」根本違
法，而且投票的過程相當兒戲，反對派可以
輕易造假，不能反映真正民情，根本沒有公
信力可言。戴耀廷所謂的「全民投票」，無
論打扮得多麼民主，亦難改其違憲違法的本
質，根本就是一場無任何效力的鬧劇。

戴耀廷此番策動的「民間公投」問題多
多。私隱專員公署上月已發聲，質疑其違反
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公平收集個
人資料的原則及資料保安原則，強烈要求立
即停止系統運作。更有前線科技人員揭發，
其「投票系統」可用其他地方的電話號碼註
冊投票，根本為方便種票而設，毫無公正性
可言，結果也全無公信力。戴耀廷在眾多質
疑未消除之前，強行重啟「全民投票」，更
反映反對派偽造民意、干擾選舉已迫不及
待。

香港是法治社會，合法是所有社會行為的
底線。大學作為教書育人、培育社會未來棟
樑的機構，更加要依法辦事，不論基於對法
治的尊重，還是保護學生，理工大學取消戴
耀廷的「民投」票站不僅無可厚非，更值
得其他機構仿效，敢於向違法行為說不，
以示香港各界堅守法治底線，不認同、不
支持任何打着民主、「公投」旗號的違法
亂港行動。

抵制「全民投票」堅守法治底線
昨日，3名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胡國興出

席教協舉辦的選舉論壇。林鄭月娥表示，自己近日成
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舉例指藝人蕭芳芳拍片支
持她卻受到人身攻擊和威嚇；曾俊華則稱「網上留言
不是白色恐怖」，更指「很多時是真心回應」，應該
受到「尊重」。將對特首候選人和支持者的網絡欺
凌、恐嚇視為表達意見、言論自由，完全是混淆是
非，縱容極端違法行為，向年輕人傳遞極其錯誤的信
息。曾俊華為討好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營造自己「能
夠」團結社會的假象，不惜向激進言行獻媚，罔顧道
德和法治底線。相信多數市民和選委都明白，如果他
做了特首，只會令香港的極端勢力更加猖獗，香港社
會更加撕裂。

中央和港人都希望，特首選舉是一場君子之爭。向
候選人表達不同意見，是真心建言、有理有據的批
評，還是搞人身攻擊、造謠抹黑的「白色恐怖」，打
壓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只要稍有常識、不帶偏見
的人士，都能輕易作出判斷。反對派的激進網民不喜
歡林鄭月娥，在其Facebook留言區肆無忌憚地留下不
堪入耳的字句，就連年過七旬、支持林鄭月娥的蕭芳
芳，也被人惡毒咒駡。針對林鄭月娥和她支持者的攻
擊抹黑，明顯超越表達意見、言論自由的底線，根本
就是網絡欺凌、惡意攻擊。

反對派一向自詡站在道德高地，總是指責別人搞
「白色恐怖」，打壓言論自由；但對於對手和對手的
支持者，反對派卻放任激進分子任意妄為，打擊對手
的言論空間，損毀別人聲譽。究竟誰是在搞「白色恐

怖」，不言而喻。
網絡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網上的言行也要受到法律

的約束。通過網絡起底、中傷或散播謠言，造成他人
在名譽上及物質上的損失，這種網絡欺凌與現實犯罪
並無差別，或已觸犯《刑事罪行條例》；而且，干
擾、恐嚇候選人的言行，屬舞弊行為，可能觸犯《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攻擊林鄭月娥及其支
持者的言行，違背民主自由精神，更可能逾越法律底
線，是香港這個法治社會所不能接受的。曾俊華作為
特首候選人之一，不從捍衛香港尊重法治和民主的核
心價值出發，譴責針對競選對手的網絡欺凌言行，反
而輕描淡寫形容為「真心回應」、「表達意見」，更
稱應受「尊重」，曾俊華究竟想傳遞什麼信息？難道
為了討好反對派選委、激進網民，就連最基本的社會
道德、法治觀念也不顧了嗎？為了打倒對手，就任由
激進網民無法無天、胡作非為？

自選舉以來，曾俊華打着團結社會、修補撕裂的口
號，刻意營造尊重不同意見的形象，不斷在原則立場
問題上後退，甚至拿原則問題作為籌碼換取反對派的
支持。團結社會、尊重不同意見，是中央和香港全社
會的期望。但要真正達成團結，基礎必然是合憲合
法，而不是放棄原則、底線的「和稀泥」，更不是向
挑戰法治、侮辱他人的激進言行屈服、獻媚。以放棄
底線換來的「團結」，只能是海市蜃樓。為了個人政
治利益，顛倒黑白，縱容違法言行，毫無政治擔當和
風骨，對社會毫不負責任。這種人如何能贏得選委和
市民信任，擔起特首的重任？

「尊重」激進言行 只會加劇社會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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