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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路政署擬申請沿元朗明
渠，以「天價」17.85億元興建一
條全長約540米長的行人天橋，
以連接朗屏港鐵站至教育路。這
個項目被批為「全港最貴的行人
天橋」，造成議會內外沸沸揚
揚，爭議聲一片。

近年來，香港屢現天價工程，嚴重超支的大型
項目一項接一項，甚至出現「常態化」的趨勢，
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筆者認為，政府為此須承
擔一定責任，有必要進行檢討，並研究如何改革
申請撥款方式，確保一切工程開支均以合理價錢
去建做，盡力避免超支，真正善用每一分公帑。
香港大型工程項目的延誤及超支問題屢屢發生，
個別項目超支的數額令人震驚。其中，近期爭議最
大的就是沙中線了，這項為期7年的基建項目，其
整體造價由798億元上升至971億元，保守估計超支
23%。全長17公里的沙中線，平均每公里工程成本
逾57億元，較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每公里32.47億元
更高，成為香港造價最高的鐵路項目。
面對外界質疑，港鐵作出了很多回應，表明出
現超支的原因既有古蹟保育開支等「外在因
素」，也有建築工人短缺等「內在因素」，但是
遲遲未就超支問題提供詳細情況，令外界無法判
斷其說辭是否合理，公帑是否存在浪費。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
珠澳大橋、中環灣仔繞道、西九龍文化區等項

目，無不存在超支問題，港珠澳大橋光主橋工程
的造價就超支100億元人民幣，而西九龍文化區
超支率更是多達106%，由最先估價首兩個階段建
造費216億元，到後期估算已接近450億元。對於
西九龍文化區第三階段發展計劃，政府又向立法
會申請31.78億元，使得社會批評政府估算不貼近
現實，然而，工程項目已展開，不能貿然終止項
目，最終只能是繼續追加撥款。

追加撥款令議會陷入兩難
費用高昂、超支結算的工程項目，給議會帶來

了很大的壓力。而當政府來到立法會要求追加撥
款之時，總是讓議員感覺到兩難，在對政府的表
現極度不滿之餘，又難以拒絕繼續追加撥款，否
則極可能造成工程爛尾收場或政府與承建商對簿
公堂，這兩種情況都不利於民。
項目的超支和延誤更給反對派提供興風作浪的

機會。一些反對派對此往往如獲至寶，重大工程
項目一旦出現爭議，反中亂港之人就大炒特炒，
將問題變成為爭論不休的政治話題，甚至導致社
會進一步分化和撕裂。民眾應該看到，反對派非
理性的態度和盲目拖延，不但於事無補，還會產
生更多問題，耗費更多公帑，這是所有人都不願
意看到的。
當然，對於一些費用高昂或是超支的項目，即

使議會最終通過撥款，政府也必須負起相當責
任，盡快檢討，避免超支成為常態。立法會則應

該以更謹慎態度檢視每項撥款，促使每一個工程
開支都能以合理價錢去建造，將每一分每一毫的
公帑都用在實處。

「先撥款後招標」模式亟待檢討
工程開支來自公帑，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為了

避免工程超支成為常態，政府首先要檢討沿用多
年的申請撥款方式：「先撥款、後招標」。從目
前情況來看，這一模式明顯有「自揭底牌」的弊
端，招標時無法反映市場價格，日後必然存在超
支風險，有必要作出一定改革。
政府可改革申請撥款方式，當立法會工程小組
批准工程項目後，政府可立即進行招標，中標後
兩個月內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以「先審
批、後招標、再撥款」的方式，以便提供更準確
的工程預算；還可考慮採用分階段形式審批撥
款，以高靈活性來對抗材料、人工的成本變化。
同時，財委會應進行閉門保密會議，除了考慮標
書金額之外，也要考慮投標者是否有能力、資質
或相關保險去履行工程合約，以確保工程不爛
尾、不超支、責任不轉嫁到政府身上。
筆者認為，政府有必要研究採用「先審批、後招

標、再撥款」的方式，並從短期基建工程開始試行，
以後才推廣。倘若改革成功，不僅可以取得最合乎
經濟的工程標價，也可為開支封頂，類似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港島南延線、沙中線等超支等情況將可
避免，公帑不會再被白白浪費。

中央叮囑重視全民共享 喜見特區政府積極作為
分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日前在京會見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時要求，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最根本的一條，是發展成

果要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

灣區全體人民共享。這是韓正

代表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諄

諄叮囑，道出了習近平總書記

「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精

髓，說到了廣大香港市民的心

坎上。香港社會欣喜地看到，

特首和特區政府正以一系列行

動努力踐行中央的期望；更希

望特區政府繼續積極作為讓香

港更加和諧繁榮。

韓正副總理分管港澳事務後首次
在京會見林鄭月娥，主題是聽取
香港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
改革發展的意見和建議，而更重
要的意義在於表達中央政府的關
心和支持、關注和要求。所以，
韓正在講話中表達了兩個要點：

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
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進行的一項重大
國家戰略」；二是「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大灣區的
發展成果要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全體人
民共享，應惠及廣大百姓」。講話可圈可點，信
息清晰明瞭，那就是一要落實好習總書記的謀劃
部署，二是要把握好習總書記的施政理念。

把握好習總書記施政理念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當選為總書記後會見中外記

者時表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
奮鬥目標。」在過去五年多時間裡，習總書記無數
次就不同範疇的施政，反覆闡述「以人民為中心」

的執政理念。去年7月1日，習總書記在香港回歸祖
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少年希望快樂
成長，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成，長
者希望安度晚年，這都需要通過發展來實現。」一
切施政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人民的期盼和福祉，
表現得淋漓盡致。
習近平總書記的施政理念和韓正代表中央政府表

達的期望，對今日的香港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
義。經過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香港已經是發達的經
濟體。但長期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的產業結構，對
新經濟發展潮流的響應明顯不足，產業轉型升級遲
緩，經濟發展的動力失速；最要命的是，這種發展
格局讓香港的財富分配出現致命傷，普通市民的收
入和基本生活負擔能力越來越落後於資產價格的上
升，生活質量在無形中下降。於是，在香港出現了
這樣的怪象：儘管GDP增速顯著，但中下階層市民
在居住和日常生活方面卻日益窘迫，房子越住越
小，日常生活越來越要精打細算，普通香港市民的
獲得感越來越差。
所幸，林鄭月娥帶領的香港特區政府近期以實

際的施政措施，努力解決對市民困擾最大、最迫
切的民生問題，力圖讓市民分享到發展的成果。
一是針對樓市越來越熾熱，中下階層市民置業越
來越難，推出房屋政策的6項新措施，將資助性房
屋的定價與私樓價格脫鈎，改為按市民負擔能力
釐定價格，讓市民重燃置業希望。二是當港燈和
中電因為投資新能源而要加電費的時候，給家庭
用戶資助3,000元電費補貼，讓中下階層市民基本
免受電費加價之苦。

以實際行動踐行「人民為中心」
香港社會相信，這些施政措施是特區政府貫徹

「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具體行動。這是施政覺
悟，更是政治擔當。社會和諧不是空中樓閣，而是
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當人民能夠分享發展成果的
時候，這個社會就能獲得無窮的發展能量。期待特
區政府能夠以無比的決心，踐行以民為本的施政理
念；也希望社會各界、包括工商界能夠與政府同
行，放下一己之私，以大局為重，共同創造香港和
諧共享的發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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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信仰 創造奇跡

在中國共
產黨97歲生
日之際，習

近平總書記主持加強黨的政治建
設舉行第六次集體學習，強調馬
克思主義政黨具有崇高政治理
想、高尚政治追求、純潔政治品
質、嚴明政治紀律。而這其中的
「理想」、「追求」、「品
質」、「紀律」，正是《共產黨
宣言》提出的目標，是中國共產
黨人創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

十九大明確提出黨的政治建設這
個重大命題，強調黨的政治建設
是黨的根本性建設，要把黨的政
治建設擺在首位，以黨的政治建
設為統領。今天，我們以這個題
目進行集體學習，目的是深化對
黨的政治建設的認識，增強推進
黨的政治建設的自覺性和堅定
性，並以此慶祝黨的 97 歲生
日。」
97年來，中國共產黨政治建

設凝聚的力量，主要來自其堅定
的信仰和信念。信仰是人的精神
支柱，有信仰就會心無旁騖，一
往無前敢於擔當，不屈不撓朝着
心中的目標奮鬥，中國共產黨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
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今年初，我完成了27萬字的
《信仰》一書，由北京作家出版
社出版。本書敘述被譽為「天下
第一村」的江南華西村，在這塊
富繞土地上生活，華西村的理
想、華西人的追求是這個群體的
主旋律。為信仰和理想而奮鬥，
讓他們不單富有，且更為充實。
華西村初時和中國大部分農

村沒有兩樣。1961年建村，華
西村的村民在荒蕪的農地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那時的華西村，
集體積累 1,764 元，欠債 2 萬
元，一人一天只有半斤口糧。生
活窮，農作苦，是當時華西村的
主要寫照。
幸運的是，華西村有一位帶

頭人─村黨支部書記吳仁寶，他

接受共產黨的
教 育 ， 有 理
想、有抱負，
感恩共產黨拯
救了生活在社
會 低 層 的 農
民，相信在社
會主義的體制下，農民可以改變
一窮二白，農民可以在自己的土
地上創造美好生活。
就是憑着信仰和理想，吳仁

寶率領華西村經歷了 70 年代
「造田」，80年代「造廠」，
90年代「造城」，新世紀「育
人」的不同階段，華西村作為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露
出曙光。
吳仁寶從30來歲當上華西村

黨支書開始，想的就是要讓華西
村村民共同富裕。他非常清晰共
產黨的初心，就是要解救貧窮
者，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
現象。他強調，要發展經濟，走
共同富裕之路。
吳仁寶的名言：「個人富了
不算富，集體富了才算富；一
村富了不算富，全國富了才算
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
人富，大多數人窮，也不是社
會主義。所以，要發展經濟，
走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先要
集體富，共同富必須家家富，
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必
須先富帶後富。」
吳仁寶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

員，也是一個多麼有信仰、有理
念的思想家；多麼有理想、有抱
負的中國農民。習近平總書記說
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
望，國家有力量。」一個黨，一
個國家，一個普通人，有信仰才
有奮鬥的力量，有信仰才會有未
來。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黨，走過

了97年的歷程，還將以堅定的
力量走下去，靠的就是信仰，靠
的就是全人類共同富裕的理念。
信仰，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創造奇
跡的基石。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國歌法立法不容反對派阻撓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實
行「一國兩制」，全國人大常委
會去年已通過決定把《國歌法》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為在港實
施的全國性法律之一。目前，特
區政府履行「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的憲制責任，啟動《國歌法》
的本地立法工作。
一如既往，反對派依然無視

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無視國家
尊嚴，再次大力反對《國歌法》
的立法工作，其提出的理由卻完
全站不住腳。試想一下，尊重國
歌是基本的國民責任，《國歌
法》在世界各地十分常見，香港
至今仍然沒有相關立法，而香港
過去幾年確實發生了多宗侮辱國
歌的事件，特區政府有針對性地
進行立法工作，維護國歌的尊
嚴，完全合理合情合法，符合

「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至於
所謂侵害言論自由的說法是講不
通的，全世界多個標榜民主自由
的國家同樣有訂立《國歌法》，
已充分證明了《國歌法》與言論
自由並不抵觸，侮辱國歌絕非言
論自由的範圍！
試問一下，國歌是否值得大

家尊重？而過去幾年是否發生過
侮辱國歌的行為？這些行為發生
後，社會各界除了譴責外，還可
以做些什麼呢？反對派對於維護
國歌尊嚴又有什麼好辦法？難道
我們只能夠消極地對國歌遭受踐
踏表示愛莫能助，而不能夠主動
堵塞法律漏洞，完善法律工具
嗎？一連串的提問再次反映了，
香港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
有現實需要，乃應有之義，反對
派不容阻撓！

趙秀嫻 新社聯副理事長 元朗區議員

改革工程撥款程序 莫讓超支成為常態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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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裸奔」長達半年之久的英國「伊莉莎白女
王」號航空母艦，由於首批4架F-35B戰鬥機即將
到位，終於要摘掉那頂不雅名號的帽子了。常言
道：好事成雙！近期還傳來一樁令白金漢宮和英
國國防部主人心中竊喜的好消息：該級二號艦
「威爾斯親王」號已進行了最後的舾裝，很快這
艘航母便將出海試航；一旦服役，意味着英國皇
家海軍夢寐以求的雙航母編隊開始走向現實。
大型雙航母編隊入役與使用給英國帶來的意義和
影響將是巨大的：首先，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
國」，長期大型航母的缺失，成為其積鬱多年的心
病。二戰的魔咒及戰爭後遺症的巨大影響，尤其是
美國、前蘇聯等海上強國的崛起，使得這個昔日的
「頭號海上帝國」轟然倒塌。另外，因戰爭的巨額
消損，海外殖民地的流失，以及國內民眾高福利、
高待遇所帶來的日趨沉重包袱，使得英國政府經
濟日顯拮据，軍費每況愈下，變得捉襟見肘。
戰後幾十年，英國皇家海軍只能憑借幾艘小型
航空母艦，維持地區大國的顏面；即便在應對戰

爭強度頗高的英阿馬島戰爭時，皇家海軍竭盡所
能，所能出動的最大戰艦也就是兩艘滿載排水量只
有2萬餘噸的「競技神」號與「無敵」號航母。可
以說，英國海軍依仗3艘小型「無敵」級航母作
為絕對主力，勉強撐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
此後有整整一年時間，英國皇家海軍完全與航

母無緣。這種尷尬的局面直到2017年12月才算有
了紓緩，滿載排水量6.5萬噸的「伊莉莎白女王」
號入役，使得英國政府和皇家海軍逐漸有一些底
氣，但終究不那麼硬氣，畢竟從美國購買的
F-35B短距起飛/垂直降落戰鬥機遲遲沒能到貨，
航母依然處於「有槍無彈」的窘境。
其次，英國皇家海軍曾經有過50多艘航母（包

括護航航母）的輝煌史，數量之多位居世界第二；
在二戰中廣泛運用。如今兩艘「伊莉莎白女王」級
航母若能全部補入到英國皇家海軍中，那麼英國
的大國海軍地位就能重新樹立，真正成為歐洲國
家中唯一擁有大型航母的海軍，也將成為北約成
員國中僅次於美國，擁有第二多數量的航母。

從航母發展歷史看，英國人對航母的貢獻可以
說是居功至偉：從斜直兩段飛行甲板、蒸汽彈射
器，到光學助降系統、滑躍起飛方式等，無不體
現了英國人的發明與創造。對於「伊莉莎白女
王」級航母，究竟採用哪種起飛方式？英國人經
過充分論證，最後決定使用他們熟悉的起降方
式：滑躍起飛+垂直降落方案。
表面上看，這並沒有脫離「無敵」級航母起降

方式的窠臼；但是要知道，「無敵」級排水量僅
2萬多噸，搭載各型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只有20
餘架，而「伊莉莎白女王」號航母排水量則達
6.5萬噸，搭載各型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共40餘
架，它的起飛與降落的複雜與繁忙要遠勝過前者
多倍。
「伊莉莎白女王」級航母首次創造性地在大型

航母上使用燃氣輪機作為主動力，並創新性地採
用綜合電力系統，再加上最新的四代戰機——
F-35B出任艦載機。這些都必將在世界大型航母
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英「緊鑼密鼓」構建雙航母編隊
李 傑 軍事評論員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不斷
升溫。美國是多數貿易糾紛的始作俑者，而其他
國家也紛紛採取以牙還牙策略，選擇對等報復。
其結果必然導致主要經濟體關稅壁壘抬升，全球
多邊貿易體系經受挑戰。這很可能是長期趨勢，
而不是短期現象，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的發達小型
經濟體，應以新的視角審視自身定位，謀求發揮
自身新的獨特優勢。
一是繼續發揮香港基本經濟金融制度優勢。全
球貿易壁壘抬升，對香港國際貿易、國際航運中
心地位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關稅抬升中長
期必然影響全球貿易規模，使得香港貿易、航運
總需求面臨下降威脅；另一方面，在各國關稅壁
壘高企情況下，香港零關稅、自由港的優勢可能

會凸顯，貿易行為可能會複雜化，微觀市場主體
會通過各種途徑尋找新的轉口商業機會。目前全
球貿易戰還局限在實體經濟領域，未來不排除由
實體經濟領域向貨幣金融領域擴散的可能性。港
元與全球主要貨幣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關係，一
定程度上有利於降低宏觀經濟波動，為國際投資
者提供相對穩定的避險管道。
二是在全球創新、高科技領域謀求一席之地。

貿易戰進一步佐證了創新領域核心競爭優勢的重
要性。香港此前圍繞再工業化、創新等，曾多次
試圖有所作為，最終成效並不十分顯著。眼下美
方對華貿易戰集中於高科技產品，甚至在研發方
面，也可能採取諸多措施限制內地留美人員進入
某些所謂敏感領域。香港可以從自身實際出發，

加大高科技人才吸引力度，謀求某些關鍵技術有
所突破，並爭取在本港實現產業化，藉此優化本
港產業結構。
三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國家共謀發展。回歸

以來，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得益於經濟全球化的
順利推進，得益於內地經濟的騰飛。作為實行「一
國兩制」的小型經濟體，香港什麼時候都是經濟全
球化、競爭開放的擁護者。面對美方貿易戰威脅，
中央政府始終強調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繼續推
動經濟全球化，應對措施理性冷靜、有理有節。不
僅如此，在對外開放方面，國家不斷出台涉及金
融、直接投資等各領域的新舉措。面對國際經濟領
域的逆流，我們相信，只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就能夠將貿易戰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小。

發揮香港優勢應對貿易戰
許小哲 「就是敢言」會董 城市智庫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