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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種種劣行嚴重傷害香港人才競爭力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日 前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學 院 公 佈 《2018 年 世 界 人 才 報
告》，香港的排名大跌 6 位至第 18 位，並痛失亞洲首
名。特區政府多年致力吸引、培養人才，但香港人才國
際排名不升反跌，反對派實在難辭其咎。長期以來，反
對派令香港政爭層出不窮，凡事高度政治化，還製造社
會和校園暴力；他們經常「告洋狀」、唱衰香港，影響
香港國際形象；他們濫用拉布，阻撓施政，阻礙經濟合
作發展，導致國際人才卻步、本地人才外流。反對派
「倒香港米」，嚴重傷害香港人才競爭力，這筆賬，市
民一定會向他們「清算」。
為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特區政府近年大力吸引海
內外的優秀人才，推出專才、優才等多項人才輸人計
劃；政府的教育開支持續遞增，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4%，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不相伯仲，今年的教
育開支更突破千億大關。特區政府內外發功吸引、培養
人才，可惜香港的人才優勢不見增強反顯弱化，今年的
國際排名更大幅下降。深思箇中原因，根本在於反對派
各種倒行逆施的行為「扯後腿」、「倒香港米」。
反對派經常跑到外國「唱衰」香港，將香港的人權、
民主狀況形容得一團糟。職工盟李卓人早在 2004 年就
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反映」港人對普選的「訴求」，
攻擊「本港工商界人士和親中既得利益集團，是香港民
主發展的最大障礙」；最近，李柱銘、梁家傑兩位「唱
衰香港」常客，又到歐洲「講述」香港民主、人權、法
治「受威脅」的情況，發表「大灣區侵蝕香港自由與法
治」的謬論。反對派常年在國際上扭曲事實、顛倒黑
白，刻意製造香港的負面形象，難免影響國際人才來港
的意慾。
在本港，反對派為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擇手段激化矛
盾，令香港政爭不息、難得安寧。「佔中」、「旺

暴」、宣揚推動「港獨」等違法暴力的抗爭、思潮此起
彼伏，反對派是始作俑者和參與者，亦是推波助瀾的最
大勢力。沒有法治穩定的社會大環境，國際優秀人才自
然對香港敬而遠之。
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指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隨即開放給香港的高
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申請；特區政府隨之公佈「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吸引頂尖科技人才。黃之鋒就上綱上線，
詆毀相關計劃是「思想統戰」，以國家科研經費吸納
「愛國愛港」的科技人才，藉紅色資本影響香港的言論
自由。反對派政治化的干擾，不利人才交流合作，不利
提升香港創新能力和產業發展。
同時，在反對派操縱、鼓動、庇護下，泛政治化乃至
激進「港獨」歪風入侵大學，令大學的優秀人才難以專
注學術，意興闌珊，掛冠而去。前港大校長徐立之因慘
遭政治化攻擊，導致這位國際知名的分子遺傳學家請
辭。港大作為百年學府，近年因政治風波不斷，各項排
名每下愈況。本港大學吸引不到、留不住頂尖人才，校
園陷入政治泥淖，反對派罪責難逃。
反對派在立法會肆意拉布，令本港培養人才事倍功
半、費時失事。最典型例子，莫過於反對派以「莫須
有」的罪名，馬拉松式拉布阻止成立創科局，令創科局
三度流產，浪費 3 年時間才能成立。創科局遲遲未能成
立，拖慢香港創科發展步伐，本港大學培訓的創科人才
「無用武之地」，白白浪費人才。
現代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
爭。本港人才國際排名急降，敲響香港競爭力下滑的警
鐘，提醒港人認清反對派正是傷害香港人才競爭力的最
大黑手，廣大市民一定會算清這筆賬，用各種方式阻止
他們不能再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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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輕言「減辣」 免傳遞錯誤信息
本港樓價近期稍為回落，有意見要求政
府檢討樓市「辣招」。運房局局長陳帆
指，現階段無意「減辣」。樓市是香港重
要經濟支柱，當局固然要密切關注樓市發
展，必要時作出應對；但目前樓價仍處高
位，供不應求情況未變，樓市調控政策需
要保持穩定，大原則仍然是增加供應，防
止炒賣，避免樓價瘋漲。除非樓市大幅下
跌，危及金融穩定，市民利益普遍受創，
否則不宜輕言「減辣」，以免向市場傳遞
錯誤信息。
差估署數據顯示，9 月份私人住宅樓價指
數連跌兩個月，同時 9 月份新批按揭貸款
總額按月大減逾 3 成。近日有地產代理公
司表示會因應行業景氣轉差檢討人力資
源，不排除掀起裁員潮。在這種情況下，
部分立法會議員和業界人士提出「減辣」
要求。但樓價高低影響千家萬戶，調整樓
市調控措施，必須循大處着眼，不能僅關
注業界利益。本港樓價自 2008 年起上升逾
兩倍，哪怕是今年上半年，仍然錄得超過 1
成的升幅，僅僅是過去兩個月稍微下跌約
1.5%，未足以確認進入下行周期，現時就
說「減辣」救市，言之過早。
反而應關注兩個重要的指標，一個是市
民置業負擔比率，今年第三季達到 74%，
遠 高 於 1998 年 至 2017 年 期 間 的 平 均 數
44%；另一個指標是本港連續 8 年成為全
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城市，樓價與入息比率
高達 19.4 倍。兩個數據顯示，現時樓價仍

然遠超市民負擔能力，整體房屋供應未能
滿足需求。在樓價偏離正常負擔能力的情
況下貿然「減辣」，並不合適。
本港資金進出自由，某些「辣招」，例
如向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徵收的 15%買
家印花稅，其政策原意是為了防止外來投
資者炒起樓價，降低房屋的投資功能，回
復居住功能。外來投資因素未改變，「減
辣」的風險不小。新加坡雖然過去幾年樓
價升幅不及本港，但今年年中還在「加
辣」，增加額外買家印花稅及收緊按揭比
率。內地一線城市雖然過去兩年樓價逐漸
回軟，但政府仍然堅持調控政策，現時在
深圳買房仍然要付 3 成至 7 成的首期。在這
種情況下，若香港獨自「減辣」，無論是
減印花稅還是提高按揭成數，都勢必吸引
境外資金湧入本港炒作，這豈非讓之前的
樓市調控努力前功盡棄？
過去十年，本港房屋的投資功能遠大於居
住功能，政府「辣招」的本意，正是為了增
加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回歸「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任何「減辣」的討
論，都必須建基於此。近期樓市輕微調整，
更多的是受外圍不明朗因素影響，經濟預期
轉差，市場信心下降，而非樓市供求關係有
了根本變化。如果此時「減辣」，無形中向
市場傳遞樓市「只許升不許跌」的信號，會
吸引買家蜂擁入市，對樓價火上加油，置業
者隨時「接火棒」。要防止出現這種後果，
「減辣」更需慎之又慎。

韓正讚港管治水平全面提升
勉公務員團隊有智慧有勇氣以民為本
■ 韓正在會見中讚揚特區政府管理團隊團結協
作、務實有為
務實有為，
，香港管治水平和治理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
面提升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在
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羅智光率領的特區政府常
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內地研修訪
問團全體成員。韓正讚揚特區政
府管理團隊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的帶領下團結協作、務實有為，
香港管治水平和治理能力得到全
面提升，中央對此予以充分肯
定。他鼓勵香港公務員要「有勇
氣」、「有智慧」、「以民為
本」處理事務。

韓正在會見時指出，訪問團
成員都是特區政府的高級

官員，也是香港治理團隊的重要
核心成員。大家在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的帶領下，團結協作，務實
有為，為香港作出了很大貢獻，
香港的管治水平，治理能力都得
到全面提升。
他提及，11 月 12 日，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40 周 年 訪 問 團
時，對港澳工作給予充分肯
定，同時對港澳同胞的愛國熱
情給予高度讚賞，又對港澳工
作下一步目標和方向，提出了
明確要求。

盼積極助港融發展大局
韓正說：「這也充分反映了習
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對港澳工作

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
韓正希望特區政府公務員特
別是管治團隊成員認真學習習
主席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
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的重
要講話精神，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增強憲法
和基本法意識，積極推動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增強市
民幸福感、獲得感作為政府施
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香港
市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作出新貢獻。

更好了解國家政策機遇
羅智光在會見時表示，韓正副
總理對香港公務員工作的充分肯
定，令大家深受鼓舞。代表團成
員來自香港特區政府不同政策局

和部門，在經濟、政治、民生等
相關範疇擔任重要崗位。
是次訪京除了在國家行政學院
研修，還要到浙江省杭州市考
察。主要目的是為了讓香港公務
員更好了解國家政策和發展機
遇，與內地官員建立更加密切的
合作關係。
他在會見後對傳媒表示，韓正
副總理與團員們交流很好，很全
面，對香港公務員的工作非常關
心，鼓勵香港公務員要「有勇
氣」、「有智慧」，要「以民為
本」。「我相信，我們以後在處
理很多事物中，都要用到這幾個
原則，要有勇氣、有智慧、以民
為本。」
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陪同會
見。

各界籲公僕更好照顧港人福祉
好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施政
方面更好照顧市民的福祉。」

王惠貞：為國貢獻得紅利
■余國春

■王惠貞

國務院副總
&
理韓正昨日在
京會見羅智光
及訪問團成員。香港社會各界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韓正
副總理的講話，既是對香港公務員
工作的肯定，同時也是對香港公務
員未來工作的期望，特別是公務員
如何進一步加深對國家政策的了
解，在落實政策方面「以人為
本」，更好照顧香港市民的福祉。

■蔡毅

■陳勇

余國春：是肯定也是激勵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會長余國春表示，韓正副總理的
講話對公務員來說，既是肯定也是
激勵。韓正肯定了香港公務員在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下的工作表
現，但同時也提出了包括認真學習
習主席重要講話的期望。「我覺得
這是希望香港公務員更好了解國家的
政策發展，並且用好國家的政策，更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
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非
常認同韓正副總理的講話，因為
「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正
是一個政府的工作核心，而按照憲
法及基本法辦事則是作為公務員的
基礎，所以公務員是有必要增強憲
法和基本法意識。她認為，祖國一
直都是香港的強大後盾，香港要尋
求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在過程中香港既可為祖國
貢獻所長，亦能從中獲得紅利。

蔡毅：增憲法基本法意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韓正副總理
的講話，是對公務員支持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有效管治的充分肯定。
公務員作為服務市民的前線人員，
自身更要清楚了解國家和香港政
策，亦要增強憲法和基本法意識，
才能更有效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推動香港發展，改善民生。

陳勇：貫徹主席「不忘初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表示，韓正副總理在
講話中提到要把增強市民幸福感、
獲得感作為政府施政的出發點和落
腳點，這正是貫徹了習主席多次提
及的「不忘初心」，「為人民謀福
祉」的核心思想，所以作為公務員
必須為市民做好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陳茂波：全力捍衛港獨立關稅

■韓正（右）會見羅智光（左）率領的特區政府常任秘書長和部門
首長內地研修訪問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
京報道）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日前率團訪問北京，與中央
財金官員會面。他昨日在總結訪問
行程時說，是次訪京主要是攜特區
財金官員與中央部委進行恒常性溝
通，先後與人民銀行、證監會、中
國銀行、保監會、科技部、商務
部、國資委和國家稅務總局等負責
■陳茂波在京會見媒
人見面，就一些問題進行交流和討
體。
中新社
論，包括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中
美貿易摩擦的情況、金融穩定的整體情況。

討論對港人徵稅安排

陳茂波此行包括與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會面，強調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創科的決心；與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會
面，討論香港金融安全、房地產市場的最新情況等，雙方同
意繼續加強在監管方面的合作；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共
晉午餐，就金融監管等事宜交換意見；與中國保監會副主
席王兆星會面，雙方介紹各自銀行業和保險業的狀況，並
討論香港保險業可如何助力和參與國家發展；拜訪國資委
副主任沈瑩，期望鼓勵內地企業多利用香港為「一帶一
路」基建項目融資，及介紹香港推動綠色金融的工作。
此外，在國家商務部，雙方討論了 CEPA，即《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下的一些工作及
進展。在國家稅務總局，就香港人關心的內地個人所得稅
稅改對港人徵稅安排加以討論。
陳茂波表示，在商務部並未就「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
員會」報告進行針對性討論，而是宏觀地就中美貿易摩擦
總體形勢進行評估和交流。
他說，大家認為今次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前面仍有
很多不確定性。也認為，貿易摩擦如果繼續糾纏下去，不
管是對內地、對美國或其他經濟體，都會有一定影響。

研究吸人才改進空間
談及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陳茂波表示，香港一向都是一
個獨立關稅區，基本法亦提及香港在經貿事務方面完全對外自主。「這
是『一國兩制』下的一個獨特安排，亦是香港核心競爭力的其中一個優
勢，我們會全力捍衛。」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與美國一些國
會議員和官員會面時，曾為此作過解釋，還會繼續解釋和游說。
對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近期公佈《2018 年 IMD 世界人才報告》，
指香港人才競爭力的全球排名較 2017 年下跌。陳茂波回應，會仔細
研究報告中的不同範疇，研究香港可以進一步改善或提升的地方。他
說，今屆政府上任後，在教育方面投入了不少，兩年來恒常的經常開
支增加超過 83 億元。如果有需要，亦可以就個別的範疇適當地加
強。在吸引人才、凝聚國際專才以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創
新科技方面，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措施政策，還會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