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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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地區要發展，首要的是重視人才。所以，全

球各地都在努力吸引人才，以壯大本身力量，香港
亦不例外。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提出多項政策，包
括放寬多項人才入境計劃的逗留安排、公佈人才清

單等，致力吸引更多高質年輕人才來港發展。
政府施政報告強調，足夠及優質的人力資源是香港社會和經濟持
續發展的首要條件，並提出多項措施，包括放寬「一般就業政
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
排，及調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制，吸納更多擁有
優秀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港發展。
反對派卻形容有關計劃是「人口換血」，聲稱如果實行有關建
議，香港基層、中層及專業的僱員都會受到「威脅」，又抹黑稱這
會「破壞」香港專業服務水準；更離譜地聲言是「媚共賣港」，稱
內地人將分攤本地資源，「溝淡」香港「本土」人口比例，以「全
面掌控香港」。
顯而易見，這些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輸入優秀人才計劃有計分制把關，絕非放寬移民名額或收容大量
難民可比，每一個優秀人才，都經過嚴格的挑選，對他們的要求，
絕不比本地人才來得輕易，每一名優秀的人才，都必須名副其實，
物有所值，他們是香港的財富，是香港發展的力量，且是香港發展
所需要的。香港也有空間容納這些人才，與本土人才的發展沒有利

害衝突。
就以香港多年來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就業為例，香港至今醫生仍然

不足，本港醫生的待遇有升沒降，也鮮有海外醫生水平不符被投訴
的例子。相反，由於有了海外醫生增援，紓緩了本地醫生的壓力，
香港的醫療水平一直為人稱道。
此外，香港雖然引入一定比例的建築工人，但建造業工人的工資
不跌反漲，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公佈香港建築工人2016至2017年度
16個工種的加薪幅度，預計25萬人可獲加薪，平均薪資加幅
7.75%。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日薪最高為混凝土工人，達2500港元
（約合2170元人民幣），甚至有的香港建造業工人月薪高達16萬
港元（約合13.9萬元人民幣）。
反對派之所以妄言「人口換血」，擔心的不是香港的僱員會受到威

脅，而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因為香港問題得以解決，他們難
以找借口鬧事，更加沒有政治生存空間，所以將輸入專才計劃高度政
治化。更荒謬絕倫的是，本港每年輸入的人才數量和本港人口的比
例，有如大海中下了一場雨，可以「溝淡」海水嗎？反對派反對香港
輸入人才，造成的後果必然是人手短缺，經濟發展受影響。
長期排斥外來人才的輸入，必會影響本地民智，讓那些別有用心

的人有可乘之機。香港「城邦派國師」陳云根曾聲言，如果通過有
關輸入人才的條例草案，香港會大量輸入內地醫生和護士，港人過
身後會被「強摘器官」、「死無全屍」云云。
正所謂物先腐而後蟲生。輸入外來優秀人才，對香港有百利而無

一害，真正禍害香港的，是那些包藏禍心、危言聳聽、製造矛盾的
政治寄生蟲。

補選結果證明民心思穩思發展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結果，代表建

制 派 首 次 參 選 的 陳 凱 欣 ， 以

106,457票勝出，擊敗反對派兩名

「元老」李卓人和馮檢基。今次補

選性質近似「單議席單票制」，跟

換屆選舉奉行比例代表制有所不

同，傳統選票「六四黃金比」神話

再被打破，建制派與反對派的直選

議員比例為18:16，反對派再失分

組點票否決權。陳凱欣的勝出具象

徵意義，是反對派連續兩次在單對

單的補選負於建制派，顯示主流民

意期望立法會多些理性議政的正能

量，反映了泛政治化退潮，對香港

影響深遠。

3·11補選，建制候選人鄭泳舜贏得兩個選區，
今次陳凱欣一舉攻下共5個選區，包括在3個選區
翻盤。陳凱欣強調，建設力量要堅持一貫信念，
讓社會重回正軌，為下一代留下榜樣，知道應理
性與踏實，而非挑釁與指罵，否則只會令社會有
更多矛盾。
陳凱欣的競選主軸很明確，喊出了「民生最優
先、政治放一邊」的口號，無疑是針對香港現實問
題，作出具體回應和承諾，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多數
市民的共鳴。立法會需要有陳凱欣這樣建設力量，
在議會內推動更多有利香港的經濟與民生政策。

選民厭倦政治化炒作
以往歷次補選，反對派自恃有所謂得票率「6比
4」的優勢，每次都派出「政治明星」，操弄撕裂
社會的政治議題，刻意製造與建制派對決的選
情，刺激更多選民投票給他們，屢試不爽。
今次反對派重施故伎，傾巢出動為「Plan B」

李卓人助選，由黃之鋒以至民主黨及公民黨等
「元老」，均落區助選。但此次反對派的如意算

盤失靈，陳凱欣比李卓人多13,410票，既顯示反
對派難再在補選輕易獲勝，也顯示港人的選擇更
加理性明智，厭倦反對派的政治化炒作選舉手
段。
今次補選結果顯示，泛政治化正在退潮，選民

心態出現明顯變化。以往立法會選舉，「政治
牌」都是反對派的殺手鐧，然而此次補選反映，
光靠打「政治牌」難再穩操勝券。建制派和反對
派地區直選得票率的此消彼長，顯示求和諧求穩
定謀發展，已成為香港的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面對香港發展現狀，經過多年選舉洗禮，吸取

泛政治化的教訓，廣大市民更加明白，香港正處
於發展的關鍵時刻，吵吵鬧鬧、撕裂內耗的局面
應該結束，應該選出有建設性、做事實幹、真心
為香港服務的人做議員，拒絕專搞政爭、漠視發
展的政客。反對派近年在議會內拉布、在社會上
鼓吹「港獨」及「自決」，損害市民福祉，觸碰
「一國」底線，今次補選結果，反映市民對反對
派「心淡」。
本港逐漸從政治爭拗和激烈對立的漩渦中走出

來，正是因為經歷太多傷害，市民希望不再走錯
誤的回頭路。立法會議員應摒棄泛政治化鬥爭，
聚焦經濟民生發展，恢復社會的穩定和諧，這些
訴求和社會氛圍的轉變，充分反映在選舉結果
中。選民對議員的要求很明確，就是要他們多關
注經濟民生，為市民福祉保駕護航，不能再「事
事政治行先，民生放一邊」。

贏在團結實幹理性
陳凱欣贏在得民心，贏在團結、實幹、理性和
建設性。如今本港社會氛圍正在好轉，市民越來
越明白什麼才是香港最需要的，什麼才是於港於
民最有利的，那些無心為民做實事，只會搞爭拗
對立，甚至觸碰「一國」底線的人，最終會失去
民心，今次補選再次揭示這一事實。
今次九西補選是在香港社會穩中向好的大背景

下取得，展示的是強大的理性民意，表明民心思
穩、民心思進，渴望更多建設力量進入立法會，
與特區政府一起，帶動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造福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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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疑釋惑收窄分歧加快填海步伐

近年坊間對住屋需求
殷切，覓地建屋是香港
社會的共識。必須一讚
的是，林鄭特首自上任
後大刀闊斧，先成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為覓地展開諮詢，同時

今年施政報告也雙管齊下，進取地提出
填海1,700公頃的「明日大嶼」，以及
提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等措施。有人認
為這些提議想法大膽，不過眾所周知，
香港住屋問題難以插針方式解決，要解
決問題本身便是要採取全面而進取的方
案，故做法可以理解，原則上也值得支
持。可是政府卻不可忘記大刀闊斧的方
案必然牽涉更多的相關持份者，也必然
招來憂慮。政府有必要盡快作出回應，
因為從另一角度來看，其實也有利於覓
地工作的盡快順利開展，以回應社會對
住屋的需求。
無疑，反對派單純從數字上抹黑「明

日大嶼願景」，並盲目地將計劃可容納
人口與新來港人士數目簡單劃上等號，
甚或純粹毫無根據地抹黑是官商勾結，
這些無理反對，確實可以不理，不過對
於因為受計劃影響而有理據地提出意見
的群體，如政府將之簡單劃為無理反

對，做法確實未如理想。
有部分人士提出憂慮，指出中部水域

人工島的設立，將會影響西部水域的水
流，因為按照香港水流情況，水流主要
由東南流向西北，於中部設立人工島，
將有機會影響水流，導致海洋生態受影
響之餘，甚至進一步讓西部水域海床於
三跑工程後變得更淺；此外，亦有人對
人工島的抗風能力存疑，近年因氣候變
化，超強颱風陸續有來，人工島作為商
業核心及住宅區，防颱風措施絕對不能
掉以輕心；還有，累計的海事工程，再
加上是次大規模海事工程，若說對漁業
沒有影響，絕對是3歲小孩也不會認同
之事。
筆者認為這些情況，均有可能實實在

在對社會和環境構成影響，也涉及人工
島和市民的安全。儘管人工島對香港未
來發展非常重要，但若然在這些方面掉
以輕心，也絕非有責任完善政策的政府
的應有表現。故政府必須要盡快就這些
問題作出相對具體的研究，或者向受影
響人士展示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相信
政府如能重視這些問題，除了可緩解對
市民的影響或疑慮，也有利收窄社會對
「明日大嶼」的分歧，讓計劃得以順利
推行，盡快解決社會問題。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反對派「人口換血」論禍害香港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放寬外資准入 加速金融對外開放

外資控股的安聯保險來了。
銀保監會11月25日發佈消息稱，近

日批准香港集友銀行有限公司籌建深圳
分行、德國安聯保險集團籌建安聯（中
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安聯
（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將成為我國
首家外資保險控股公司。
除了安聯，年內還有更多的外資金融

保險業市場准入的申請。銀保監會已經
完成了富邦華一銀行有限公司籌建重慶
分行、工銀安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籌建
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大韓再保
險公司籌建分公司等10項市場准入申請
審批。
可預料的是，未來還有更多外資控股
甚至獨資的保險公司和銀行進入中國市
場。一方面，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年中
共同發佈了2018版的《外商投資准入特
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清單列明
金融領域逐步取消銀行業外資股比限
制，到2021年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
比限制。這也意味着，從安聯保險的外
資控股到外資金融行業取消股比限制，
還有3年時間。2021年後，金融保險市
場，將出現內資、外資、合資企業共同
競爭的百舸爭流局面。
除了金融領域逐漸向外資開放，製

造業也將對外資基本開放，農業和能
源資源領域也將放寬外資准入。因
此，外資和外商在中國市場，將享受
到中國市場主體同等的市場准入待
遇。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對外開放的
決心，也彰顯中國擴大市場准入的信
心，更兌現了中國持續放寬市場准入
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遭遇
單邊主義，資本和貿易面臨保護主義
阻滯的情勢下，中國持續放寬市場准
入，開放外資進入中國的核心、關鍵
和敏感領域，更凸顯中國的大國責任
和大國自信。
資本具有全球流動的逐利屬性，資本

全球化也是經貿全球化的核心和載
體。然而，在現實的國際關係和貿易
秩序下，跨國資本的全球性和跨國企
業的國家標籤，形成了不合轍的「兩
張皮」現象。如果強國、大國和國家
集團實施基於自利的貿易保護主義和
單邊主義，跨國企業不得不約束資本
全球流動，而受制於本國貿易政策。
而且，危機周期後的各國政府，也都
通過減稅等手段，吸引本國資本和全
球資本。
在此情勢下，中國持續放寬市場准

入，並非為了和其它市場進行惡性的資
金爭奪戰，而是讓外資深耕中國市場，
強化外資和外商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一
方面，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外商和
外資對中國市場也有了更高要求。他們
不僅要求要在更多領域突破股比限制，
而且要在更多領域獨資經營。另一方
面，中國外商投資准入也成為一些國家
和機構指責中國的借口。故而，中國放
寬市場准入，讓外資和外商在中國市場
更有作為，就是給全球樹立開放、自信
的中國標本。
金融保險業的開放，包括其它行業的
市場准入，也給中國市場帶來「化學反
應」。就市場主體而言，將面臨着更激
烈甚至是殘酷的市場競爭，因為能夠進
入中國市場的外商和外資，都是全球市
場中的行業佼佼者，尤其保險和銀行
業，將使內地保險公司和銀行不得不提
升服務質量，否則就可能被淘汰。市場
全領域都需要競爭，才能形成良幣驅逐
劣幣的效應，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市
場的供給質量。就消費者而言，資本領
域的多元化投資和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競
爭，則使中國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擁
有更多獲得感。
簡言之，放寬市場准入，金融保險等
領域應該正視「狼來了」，而且學會
「與狼共舞」。

張敬偉中國駐巴基斯坦卡拉奇總領館日前遭到
恐怖襲擊，兩名巴基斯坦警察死亡，一人
受傷。多國譴責這起針對外交使領館的恐
怖襲擊事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過
發言人發表聲明，譴責當天發生在巴基斯
坦的兩起恐怖襲擊。在恐怖襲擊事件發生
後，巴基斯坦血債纍纍的恐怖組織「俾路
支斯坦解放軍」隨即認領了這起恐襲事
件，試圖通過恐怖襲擊警告巴政府，並威
脅中資企業。
「俾路支斯坦解放軍」是俾路支分離主
義分子之一，也是俾路支分離主義分子中
比較強硬的一支地方武裝力量，被巴基斯
坦政府定性為恐怖組織。「俾路支斯坦解
放軍」最早是蘇聯在入侵阿富汗戰爭時，
為了對抗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巴基斯坦政府
而由蘇聯扶持起來的一支巴基斯坦在俾路
支省的地方武裝力量。隨後由於美國反恐
戰爭的需要，得到了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大
力支持。此外，由於「俾路支斯坦解放軍」長期以來與巴基斯坦政
府水火不容，也就得到了伊朗政府和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持。

不可饒恕的恐怖行為
俾路支分離主義分子包括三大類，一類是超強硬派，主張收回英
國殖民時期被分割出去、如今地處阿富汗和伊朗的俾路支地區，與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共同成立大俾路支斯坦國；第二類是強硬派，主
張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獨立出去，不參與巴基斯坦的議會民主政治；
第三類是溫和派，主張與巴基斯坦聯邦政府談判，謀求在議會政治
生活中得到俾路支人的更多話語權，要求有更大的自治權，但不主
張以恐怖襲擊等武力方式反抗聯邦政府。
俾路支人是巴基斯坦民族中的少數族裔，約佔全國1.9億人口的
4%，但領土面積佔到了約40%，旁遮普族佔到了63%，信德族佔到
了18%，普什圖族佔到了11%，因此，俾路支族所在的省份就存在
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落後等實際問題。由於俾路支省是
能源大省，巴基斯坦政府在國內經濟建設中更多依仗該省的能源優
勢，而對俾路支族的經濟發展重視不夠，甚至在俾路支省的經濟發
展中引入旁遮普族和信德族的大量人員，這也是引起俾路支省政
府、政黨和部落不滿的主要原因。因此，這起由極端強硬的「俾路
支斯坦解放軍」發起的針對信德省內的卡拉奇中國總領館的恐怖襲
擊事件，一是為了警告巴基斯坦政府，二是在敲打中國在巴基斯坦
的投資行為。但不管怎麼說，「俾路支斯坦解放軍」針對外交使領
館的行為就是不可饒恕的恐怖行為，並嚴重違反《維也納外交公
約》準則。

事件不會動搖中巴合作

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夥伴，「巴鐵」就是最好的名稱，
中國提出來的中巴經濟走廊發展規劃完全是有利於兩國互利共贏發
展，尤其是「1+4」模式，突出在瓜達爾港、能源、交通基礎設
施、產業園區領域加大合作力度，協助巴基斯坦實現工業化進程，
解決巴基斯坦國內交通不暢和電力緊張等老大難問題。但由於俾路
支人的多方干擾，中巴經濟走廊不得不規劃了東線、中線和西線三
條線路，以確保中國企業的投資和項目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
中巴經濟走廊的快速發展。
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認真研究，多管道處理好經

濟走廊的安保工作。第一、巴基斯坦聯邦政府要妥善處理好國內民
族問題，重點解決俾路支族關注的問題，把俾路支族納入到中巴經
濟走廊合作中，並由中國企業協助巴基斯坦政府做好幫助俾路支人
發展經濟的切實工作。第二、巴基斯坦政府和軍隊要做好經濟走廊
投資項目的外部反恐安保工作，確保阻止不願意參與談判並被定性
為恐怖組織的「俾路支斯坦省解放軍」、共和軍等無法對項目實施
破壞。第三、中國政府允許中企加大投資項目內部安保力量建設，
確保中國在巴投資的安全可靠。第四、中國和巴基斯坦通過外交層
面警告域外國家不要扶持俾路支分離勢力干擾中巴經濟合作。
「俾路支斯坦解放軍」的恐怖襲擊事件不會動搖中巴全面合作，

相反，只有中巴強化經濟合作，才能徹底解決包括俾路支省在內的
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問題，也只有俾路支人感受到了中巴
經濟合作的公平和實惠，才能最終夯實中巴經濟合作的各項基礎。

卡拉奇中國總領館遭恐襲無阻中巴合作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瓜達爾港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南端起點瓜達爾港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南端起點
和中巴合作的重要項目和中巴合作的重要項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