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報告聚焦經濟民生造福港人

綜觀整份施政報告，全面涵蓋多元經
濟、培育人才、基礎建設、良好管治等
多個核心領域，聚焦首置上車盤等房屋
政策、八招推動創科新經濟、惠及中小
企的減稅、扶貧助弱措施四大範疇，對
一些社會長久以來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都
有着墨。

施政報告務實進取積極有為
施政報告政策措施針對性強，涵蓋不

同行業和不同階層，既有發展建議，又
有寛減措施，更有促進香港投入國家發
展戰略的計劃安排，理念清晰，脈絡分
明，當中每多令人驚喜的新舉措。這份
施政報告是一份積極有為、務實進取、

勇於開創新局面的施政綱領，也是林鄭
月娥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官員「與民共
議」的成果，體現了林鄭月娥的施政新
風和擔當，不僅表明特首正逐步落實她
的競選政綱，而且展現出她的管治新思
維、新風格。市民當可受惠於這份施政
報告的政策安排，值得香港市民支持。
今次施政報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聚

焦經濟民生，投資未來，重點回應了市
民最關注的切身問題。房屋問題是施政
報告的重中之重。林鄭月娥論述了現時
房屋問題的癥結及政府有何策略以落實
其建屋目標，施政報告以「急市民所
急」的破格思維，提出了多項切實有效
的新措施回應市民的期望。施政報告下
決心大力發展傳統產業以外的新興產
業，並認定創新及科技和創意產業是具
優勢、有潛力的產業，施政報告提出讓
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目標，並
會循包括研發資源、匯聚人才、提供資
金、科研基建、檢視法例、開放數據、
政府採購和科普教育八大方面加強創科
發展。為應對人口老化挑戰，施政報告
全力支持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施
政報告還提出將進一步研究如何善用巨
額經常性開支，為培育下一代提供資

源。施政報告以上種種拓展產業、改善
民生的重點政策，可說對症下藥，抓住
了關鍵，提供了解決問題的良方。

帶領社會走出「泛政治化」困境
過去一段時期，香港社會陷入「泛政

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
經濟民生受到嚴重損害。頻繁的政治爭
拗，長年累月的撕裂紛擾，市民備受困
擾。施政報告將施政重點放到經濟民生
事項上，既重視發揮香港的特殊優勢，
又盡力把握好國家發展的戰略大勢，帶
領香港社會走出「泛政治化」的困境，
凸顯了新一屆特區政府未來施政的主要
取向。市民能夠從中清晰看到香港未來
的發展路向和希望，有利於加強香港市
民對前景的信心。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聚焦發展，促進和

諧，帶來了新氣象，得到了社會各方面支
持，實現良好開局，市民憧憬香港可重新
踏上發展正軌。現在，林鄭領導的新一屆
政府施政已過百日，特區政府總結多項工
作，涵蓋加強與內地和國際協作、推動交
通物流、發展土地房屋、支援醫療等方面
共78項重點，成績亮麗，耳目一新，為未
來施政打好基礎。這份施政報告貫徹務

實、創新、求進作風，
能夠延續良好開局後的
和諧、穩健形勢，進一
步鞏固百日施政成果，
為新政府施政進入新階
段做好全面準備，港人
對未來更是充滿期待。

習主席要求聚焦發展第一要務
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是習近

平主席今年七一視察香港期間，對香港
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如何發揮好自身
優勢，把握好國家機遇，是推動香港發
展的關鍵。在謀發展的社會主旋律中，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全面描繪了香港謀發
展的施政藍圖。林鄭特首在不同場合中，
與各級官員爭取不同群體和人士為施政凝
聚共識。為化解矛盾，確保施政暢順，林
鄭還以各種形式和渠道，向反對派多次
伸出橄欖枝展示善意。本着社會發展大
局，社會各界更須珍惜得來不易的良好
態勢，排除「泛政治化」干擾，全力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敦促立法會通過
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措施，盡早落
實施政報告提出的發展目標，以造福市
民，開啟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特首林鄭月娥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聚焦經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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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國歌醜行再現 更顯國情教育必要

繼前年球迷噓國歌事
件後，近日在港舉行的
兩場足球賽上，再有少
數人噓國歌。不尊重國
歌，反映的是不尊重國
家，不認同「一國兩
制」，抗拒作為中國人

的身份，這更加說明國歌法在香港本地
立法刻不容緩，更加證明有必要加強本
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而且從小抓起，
幫助青少年認識到尊重國歌就像尊重父
母一樣，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社會價值
觀，推動港人提升國民身份認同、自覺
尊重熱愛國家。
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0年，「一國兩

制」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國家發展一
日千里，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今天的
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
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
目標的能力和信心，絕大多數港人都以
作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本港有少
數人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再對國歌
作出冒犯行為，暴露其陰暗心理，就是
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不接受香港

回歸祖國的現實，不以國家的強大興盛
為榮，就是要搞小動作來渲洩對國家的
不滿，把體育賽事當作表演政治騷的舞
台，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700萬香港市民都是中國公民，香港
特區是根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設立
的。憲法第54條規定，中國公民有維護祖
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
祖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本港一小
撮人從心底裡不尊重國歌，對國家民眾心
存敵視，明確違背憲法，衝擊香港的憲
制架構，有愧於作為中國人，不如離開
香港好了，不要再在香港丟人現眼。

是時候為年輕人補好國民教育課
內地已經制定國歌法，並於10月1日
起生效。國歌法目的就是鼓勵公民表達
愛國情感，約束不尊重國歌的行為。香
港一再發生噓國歌事件，更需要盡快通
過國歌法本地立法，杜絕冒犯國歌的行
為不斷重演，維護國歌的尊嚴。推動港
人熱愛國家，除了依靠法律之外，更要
在加強青少年的國情教育上多下功夫。
國歌法也規定：國歌列入中小學教材，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
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
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
歌奏唱禮儀。
香港噓國歌的人，多是20來歲的年輕

人，這正是因為回歸以來，受到各種因
素阻礙，香港的國情教育舉步維艱，效
果不彰。學校鮮有把尊重國歌作為愛國
主義教育的內容，導致少數年輕人國家
民族觀念淡薄，故而做出冒犯國歌、令
人痛心的行為。如今是時候要為年輕人
補好國民教育這一課。
維護國歌尊嚴和權威，國民的內心認

同是核心。國歌是進行愛國教育的鮮活
教材，對提升公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
識，及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
神有重大意義。推動愛國教育、國情教
育，應該由幼兒園、小學做起，到中
學、大學才做，已經太遲。雖然本港國
歌法尚未立法，各教育機構也應主動開
展尊重國歌、遵守奏唱國歌禮儀的教
育，透過進行唱國歌、升國旗等儀式，
對學生發揮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從小
培養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讓港人發自
內心地尊重國歌、熱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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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一地兩檢」促港旅業發展

立法會本月下旬會討論由
特區政府提出、支持高鐵西
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
的無約束力議案。而在方案
公佈前，反對派已事先張揚
會全力反對，更將政府擬在
西九龍總站劃出「內地口岸

區」實行內地法律比喻為「割地」，聲言
「割地兩檢，港人危險」。日前反對派成立
的「一地兩檢關注組」更舉行「遍地開花」
行動啟動禮，聲稱將在全港擺設街站，向市
民游說政府方案存在的問題，同時介紹所謂
民間方案。自從「一地兩檢」方案提出以
來，反對派就不斷指責方案破壞「一國兩
制」、基本法，以無妄之言意圖拉倒這項能
夠確實惠及兩地民眾，取得多贏局面的方
案。反對派試圖通過民意戰打壓「一地兩
檢」，其手法仍是以政爭拉倒經濟，終會自
食其果。
事實上，「一地兩檢」方案惠及香港與內
地經濟民生，早就取得了香港民意的支持。
根據多份報章調查結果，大部分受訪者贊成
「一地兩檢」，並認為其安排對確保高鐵效
率至關重要。香港民意已傳達出清晰信息，
港人普遍期待高鐵能如期於明年第三季度開
通，「一地兩檢」勢在必行，不應淪為反對
派的政爭工具，迫使社會各行各業，全體港
人共同付出代價。「一地兩檢」是確保高鐵
效率的核心方案，其落實以後對於香港的經
濟、民生、各行各業的發展，尤其對兩地交
通聯通，經濟進一步深入合作發揮巨大的推
動作用。
在對香港旅遊業發展的影響上更是如此，
旅業作為香港支柱產業之一，「一地兩檢」
安排是方便旅客訪港，節省旅客時間與成本
的一大有利之舉，實是香港旅業的福音。落
實「一地兩檢」可為訪港旅客提供另一條方
便及經濟的交通路線，能夠刺激更多具有消
費力的旅客來港旅遊消費甚至過夜，這必然

會對相關行業產生積極的影響。尤其當前香
港國際機場載客量已接近飽和的情況下，高
鐵的通車可有效紓緩港人及內地訪港人士出
入境上的壓力，同時也為他們外遊增添更多
的選項。高鐵的通車，所搭建起來聯繫的並
非僅是交通上的，而是通過基建融通，加快
兩地經濟互融互通，為兩地的民間聯繫廣開
大門，為香港的發展融入國家經濟與戰略提
供基建先行之路。

阻「一地兩檢」屬顛倒黑白之舉
當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已經完成

95%，預計將在2018年第三季開通。要及時
落實「一地兩檢」，需要立法會在2018年暑
假前完成本地立法。時間不容拖延，對此特
區政府決定在本月底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一
個「無約束力議案」，就民意調查結果進行總
結，以爭取立法會支持。之後再啟動「三步
走」程序，確保在明年7月休會前三讀通過。
當前政府決定提交「無約束力議案」的目的
仍然在於全面反映民意，同時希望與立法會
內各派有效溝通，是負責任的做法。但目前
反對派卻一再提出反對之聲，稱將採取一切
手段阻止議案通過，卻是顛倒黑白之舉。
自「一地兩檢」提出以來，就不斷被反對
派妖魔化、政治化，由其一開始恐嚇港人
「一地兩檢」違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不斷妖言惑眾，煽風點火。相反，香港政府
一直積極運籌計劃，希望方案能夠取得多贏
局面，同時爭取各界支持，各派有見於此，
應更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工作。「一地兩
檢」是高鐵效益的關鍵，而高鐵是未來香港
與內地經濟進一步互聯互通的關鍵。對於香
港來說，更是未來投入國家發展的基建管
道，其對於香港自身的影響廣泛而深遠。當
前各界各派應放下成見、立場、爭拗，齊齊
為香港的發展，作出應有的承擔，支持「一
地兩檢」盡早落實，同時也為香港旅業創造
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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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得志醜化解放軍自取其辱

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於上周六穿起
類似解放軍制服、帽子和配飾，在元朗
跨境旅遊巴候車處向途人和遊客嬉皮笑
臉表示「通過『一地兩檢』後，將實施
內地法律」，態度輕佻，滋擾他人，此
舉構成刑事遊蕩罪，令人側目。譚得志
企圖以醜化解放軍，妖魔化「一地兩
檢」，實際毫無效果，只能自取其辱。
譚得志可能也自知理虧，在網上臉書

平台刻意只以諧音「解放『君』」，而
非「解放軍」，企圖淡化自己的荒誕行
為。譚得志既不夠高，又不夠正氣，穿
龍袍不像太子，加上其醜態百出，極像
一個瘋子穿上借來的道具戲服，上演了

一齣「馬騮戲」。
要知道，解放軍駐港部隊一向保持低

調克制，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公德，講
究文明禮貌，在港人心目中形象良好。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
軍法》第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
定，在必要時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
香港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
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經中央
人民政府批准後，香港駐軍根據中央軍
事委員會的命令派出部隊執行協助維持
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的任務，任務完成
後即返回駐地。」因此，解放軍駐港部

隊根本不會亦不可能做出像譚得志穿着
軍服在軍營以外四處鬧事的荒唐行徑。
譚得志的滑稽言行損害駐港部隊尊嚴，

像一個小丑在幻想的世界中自導自演虛擬
瘋人瘋語，既是博出位，更是為恐嚇港
人，妄稱實施「一地兩檢」，將來內地公
安、乃至駐港解放軍可以任意捉人回內
地，港人一定要反對「一地兩檢」云云。
穿着假冒解放軍服裝在公眾地方滋擾

他人，既是冒充內地執法人員，也屬公
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觸犯了《公安條
例》第17B條，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和
監禁。譚得志此政棍貶損解放軍尊嚴，妖
言惑眾，應受到法律制裁。

篤行

戴耀廷乞靈於造謠

香港社會爭拗甚多，究其主因，無非
是社會上那些作惡多端、唯恐天下不亂
之徒處處作祟，蓄意挑起爭拗，企圖達
到抗中亂港的政治目的，香港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戴耀廷便是突出的搞手之一。
戴耀廷不諱言「佔中」是非法活動，
自己是「佔中」的發起者，並且表明會
因此入獄。「佔中」失敗後，他繼續搞風
搞雨，從境內到境外，到處點火，根本不
將香港法治放在眼內，日前甚至預言中國
會四分五裂而崩潰，香港可能變成「廣
東國」之一部分。因此，港人現在就要
具有「主體意識」，以便能夠自主、自
決。危言聳聽，志在煽情，究竟有多少
人認同，會否成為人們的笑柄，他也許
不計較；不過，人們可以從中進一步窺
視其內心世界，從而給予應有的反擊。
時下仍然有人罔顧法治，繼續以種種
方式煽動、組織嚴重違法的「港獨」活
動。戴耀廷比較蠱惑，他以另一種方

式，誘人相信香港前途未卜，需要「自
主自決」。這麼一種「主體意識」不就
是「港獨」的代名詞嗎？這比公然鼓吹
「港獨」更有迷惑性和欺騙性，無疑是
徹頭徹尾的「港獨」翻版。
更離譜的是他竟然認為樹立「主體意

識」的理由是「國家可能崩潰」，至於
這種可能性有何根據？他沒有道出，他
根本不能道出，因為客觀現實並非如
此。縱觀古今中外歷史，凡是出現國家
崩潰者，都有其獨特的原因。國家一旦
內憂外患，管治者無法解決國內外的尖
銳矛盾，國內便會出現分裂而崩潰。
今日的中國，經過68年的艱苦奮鬥，

國家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處
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國人正在享受國
家繁榮昌盛帶來的幸福生活，為實現民
族復興夢而闊步前進，這充分顯示了國
家領導層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高超本領
以及我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高尚情操。

今天，國家全面脫貧在望，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已為期不遠。
早前不是有大專生指內地「民不聊

生」嗎？人們只要看看「國慶中秋黃金
周」期間全國人民歡欣度假，景點人頭
湧湧的場面，便會察覺該名學生對國家
多麼無知，這與戴耀廷的「國家崩潰
論」是同一貨色。一個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的政治白癡發作成這個樣子，不啻是
教育的悲哀、社會的恥辱。
從戴氏角度上看，他會持不同的立

場，作出另一番的辯解，這不足為奇，
因為另有來頭的人會從另一方面獲得滿
足。為此出賣靈魂又如何？沉舟側畔千
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戴耀廷之流儘
管機關算盡，炮製「港獨」。然而「港
獨」畢竟是「港毒」，猶如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我不相信，肆意播「獨」者
可以逍遙法外。螳臂擋車，焉能成功？
如不相信，且看歷史發展。

桂松

許楨

發揮香港軟實力 促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

承前所論，在「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
金融通」三方面，香港企業在交通規劃、基
建管理、投資融資方面，優勢明顯；針對
「一帶一路」造就的新需求，業界先進着墨
甚多，毋庸贅言。重要的是，在國家銳意推
動新一波中外大交流、大整合當中，我們能
否借助歐亞市場對專業服務的需求量變，達
致本地發展模式、港人收入途徑的質變。讓
本港財稅、企業及個人收入，乘「一帶一
路」巨潮，更上一層樓；持續擴充的專業團
隊和中產階級，將促進均富，有利和諧。
專業服務及高等培訓，需要的社會資源
少、個人回報高；香港有潛力長期提供大量
具國際視野的中、高層人才，以支援中國政
府及企業沿着「一帶一路」拓展與併購。相
關人員遍佈法律、會計、工程、設計、管
理、營銷領域，透過在本地院校及業界吸收
知識與經驗，成為生產力、競爭力，以及稅
源生力軍；將有力推動本港升級為知識型經
濟，根本擺脫對單一行業、土地經濟的過度
依賴。
依托「一帶一路」出口專業服務，香港將
成為歐、亞最重要的法律仲裁、項目管理、
資源配置和培訓中心，真正在金融及金融以
外領域，與倫敦、紐約鼎足而立。為此，本
港各專業界別、大專院校、基礎教育和特區

政府，都須以更宏闊視野，作針對措施和戰
略投資；讓本地人才寶庫，完成從服務香港
到服務亞太，再從服務亞太到服務歐亞諸國
的歷史性跨越。而背後，就是國家對「一帶
一路」的政策及資金支持。
最後，我們不容低估本港促進中、外「民
心相通」的重大作用；在過去一世紀，香港的
軟實力幅員廣大。尤其是電影、音樂、動漫、
飲食等流行文化，通行亞太；以新潮、包
容、多元為特徵，成為海外華人共同回憶。
也影響着周邊國家，乃至全球文創產業。
汲取過去十年，本港軟實力萎縮，未能主
導內地市場的教訓，我們應當憑藉在區內最
完整的製作流程，最成熟的發行體系，整合
兩岸四地及「一帶一路」諸國的創新力量，
透過生活模式的樹立，文化娛樂的傳播，致
使「民心相通」；讓香港軟實力在融入內地
文創產業過程中，率先開拓歐亞市場，成為
環球流行文化之一極。
從國家到專業，從專業到企業，從企業到

個人；「一帶一路」提倡的整合、互利、共
融，最終達至人和人的心靈相通、利害相
關。在尊重文化多元，保有社會政經體系特
色之餘，促進沿途各國和諧、和平。從大到
小，香港在各方面都有可取經驗和潛力，
「一帶一路」我們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