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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內地的賀歲電影，首部以太空為背景的科
幻大片《流浪地球》獲得票房和口碑雙豐收，被
業內人士視為內地科幻產業發展的里程碑。
在視野上，《流浪地球》其實不下於一些荷里

活科幻電影如《明日之後》、《引力邊緣》或
《人造天劫》，甚至有《星際啟示錄》一些內
容。《流浪地球》為地球危機解困提供新的角
度，而且視野也具國際性。有輿論指出，中國近
年來展現航天雄心，並在太空探索中直追領跑的
美國，但科幻片在中國電影中卻長期處於空白，
《流浪地球》有望開闢國產科幻片元年，打破科
幻電影由荷里活壟斷的局面。
但《蘋果日報》卻借對《流浪地球》的評論，

發洩仇視國家的陰暗心理，容不得內地任何進
步。內地媒體《環球時報》客觀評論說，《流浪
地球》沒有凸顯中國的地位，「而是把整個人類
當做一個命運共同體在撰寫。」《蘋果日報》卻
刻意歪曲，指「《流浪地球》宣揚的是只有中國
人能拯救地球」，並把英、日、美政治人物向中
國人拜年的細節，生拉活扯到「只有中國人能拯
救地球」上，這已經不是對《流浪地球》的評
論，而是刻意的歪曲和抹黑。

尤為可恥的是，《蘋果日報》在捏造出「只有
中國人能拯救地球」之後，歇斯底里發洩仇視國
家的陰暗心理，聲稱「中國自詡為地球的救世
主，卻不能挽回世界對中國人、中國產品的厭
惡、驅逐」，更歡呼「對華為、中興產品的杯
葛，正從美國、澳洲向法國、加拿大、德國、捷
克等國家延伸」，這完全是赤裸裸的漢奸論調。

美國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單方面發動對華貿
易戰，不僅損害美國經濟，損害中美關係，還將殃
及池魚，影響與中美經貿聯繫緊密的其他國家和地
區，影響剛剛走出低迷狀態的世界經濟。許多國際
知名學者、主流媒體和知名機構，都認為美國發動
貿易戰違反公義，但扼殺不了中國經濟發展勢頭。
凡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反對和譴責美國挑動的貿
易戰。《蘋果日報》不譴責美國對中國挑起貿易
戰，而是為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歡呼雀躍，這不是
貨真價實的漢奸嘴臉又是什麼！

柳頤衡

儘管面臨非法「佔中」官司的宣判，但戴耀廷
依然在發他的反對派「共主夢」，仍在以反對派
「理論導師」自居，向各大政黨下指導棋。今年
是區議會選舉年，戴耀廷日前又再大發謬論，
「教導」反對派如何打好區選，就是要求「各區
已開始地區工作的反專制地區工作者」，「以影
子區議會來吹起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集結號」。這
個所謂「影子區議會」的工作，就是「在選區內
的公共空間舉行會議，可按官方區議會議程討
論，也可公開透明地討論一些官方區議會忽略的
議題。「影子區議會」亦可與民共議，引入公聽
會或其他民主商討程序。」

扮專家自暴其醜
戴耀廷以為自己想出了什麼石破天驚的建議，其

實所謂「影子議會」過去一直都存在，不過主要是
供青年人參與議政的「青年議會」，而各種名目不
同的「影子議會」過去亦有不少，作為參政體驗未
嘗不可，但戴耀廷竟然以此作為區選的主要戰略和
「終極殺着」，卻是匪夷所思，原因不但在於計劃
與選舉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更在於其「離地」、不
接地氣、藥石亂投，完全反映戴耀廷對於選舉的無
知和脫軌，還要扮選舉專家最終自暴其醜。
對此，同樣其身不正的黃之鋒，隨即在面書嘲諷

戴耀廷建議「離地」，反對派更是嗤之以鼻，但戴
耀廷仍然在死撐，繼續撰文指此舉是要「置之死地
而後生」，反對派參選人不能太着重地區服務，因
「在這方面對手擁有不對等的資源，只會比反專制
地區工作者越做越強。即使有一些反專制地區工作
者非常努力工作，在某些選區能克服先天的劣勢，
終能勝出選舉，但那也只會在少數的選區做到。」
所以，不如跟着他的紙上談兵，不做地區坐而論
道，反而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云云。

戴耀廷的計劃惹來反對派不留情面的劣評，原因
很簡單，區議會由成立第一日開始，就是做實事的
地方，區議員就是為居民服務，擔當居民與政府的
橋樑，這是區選的第一要義，過去反對派不是沒有
試過將區選政治化，企圖通過炒作政治議題彌補地
區工作的不足，結果都是一敗塗地。現在戴耀廷卻
教反對派參選人不用再做地區工作，因為怎樣做都
敵不過建制派，不如搞一些「假大空」的「影子議
會」，一班人高談闊論，反而可以吸引市民支持，
這是什麼樣的智商才可以想得出來的「天才建
議」？戴耀廷的建議不但「離地」，更是白痴，如
果反對派聽從他的建議，區選也不用選了。

反對派不會聽從戴耀廷
其實，戴耀廷也承認「親專制政治力量支持

的地區工作者，相較反專制地區工作者，有更
多資源及時間去為居民提供貼身的服務。」這
正是建制派在區議會佔優的主因，簡單而言就
是有心有力，得道多助，真心為居民服務，而
不是在地區上煽風點火。反對派要打好區選，
前提是改弦易轍，不搞政治，集中精力在民生
議題，才可與建制派爭一日長短。但戴耀廷卻
提出「影子區議會」，搞「與民共議，引入公
聽會或他民主商討程序」，完全是書呆子的靠
害建議，反對派就算如何不濟，也不可能聽從
戴耀廷的昏招。

孔子說過：「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
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戴耀廷
年紀不大，但經過「佔中」一役卻權力慾上腦，
總想着如何成為反對派的「共主」，如何指揮反
對派選戰，但卻志大才疏，昏招盡出，「雷動」
計劃搞得天怒人怨，現在區選又提出各種「離
地」建議，為的是不斷刷自己的存在感，這樣的
人既可恨亦可憐，幻想成為英雄，卻淪為政界笑
柄和小丑。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戴
耀
廷「
離
地
」區
選
策
略
自
暴
其
醜

港商靈活拚搏 對貿易戰處變不驚
中美貿易戰峰迴路轉，又添變數。前不久，中國副總理劉鶴訪美，談判進展良好但

未公佈結果。劉鶴回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將於3月1日之前會見國家主席習近

平。不少人認為，特朗普在等待習近平點頭，答應劉鶴未有答應的美方要求。3月1

日是特朗普與習近平在去年12月4日會見後提出「休戰90天」的最後期限，也就是

說，3月1日如果中美仍無協議，美方就會向所有中國產品徵稅25%。

曾淵滄博士

但是，突然之間，特朗普於2月7日宣佈他不會
於3月1日之前與習近平會面。很明顯，或許中方
已清楚地告訴美方，習近平也不會接受劉鶴不願
意接受的美方要求。

新時代改革致力開放中國市場
實際上，不必等到中美簽署貿易協議，中國政

府在近幾個月已經着手進行改革。這些改革包括
開放市場進口商品。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親自主持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也着
手立法保護知識產權，批准海外保險公

司在中國部分城市經營……中國想
做的、應該做的，都已在做。

這一切改革，也是配合中
國經濟發展的結構

改革。

改革開放40年，現在是要增加力度於開放市
場，從過去開放投資機會到目前和將來的開放中
國市場；從過去打進國際市場到現在和未來的為
全世界提供一個巨大的中國市場。

港商界對貿易戰勿過分悲觀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大量香港商人到內地投

資、開工廠、出口商品到世界各地。美國是中國主
要的出口國，中美貿易戰難免會打擊香港商人。但
是，香港商人長期以來就以靈活求變出名。

最早期，英國人佔領香港時，原打算把香港打
造成轉口貿易商港。後來，大量企業家由內地來
港，香港就轉型為一個輕工業中心，不少輕工業
產品的產量世界第一。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廠家
最早進入內地開工廠，今日中國成為「世界工
廠」，香港廠家功勞巨大。時代不斷轉變，香港
商人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開工廠、搞出口的水平，

廣東省早已提出「騰籠換鳥」的

政策。因應着中美貿易戰，以及內
地加快經濟結構改革，香港商人應
該參與這項新改革。
香港商人靈活拚搏，當年能從轉

口貿易商變成工業家，將來也能從
一般的工業家轉型成為高科技、創新行業的領導
者，也能捕捉內地開放市場的機遇。

中美貿易戰帶來不少不明朗因素，面對眾多變
數，香港商人就要使自己更上一層樓，為香港
經濟轉型帶來新貢獻。以樂觀的態度來看，
貿易戰肯定兩敗俱傷，特朗普是精明的
商人，自然懂得計算得失，作最佳
決定。因此，香港商界不應該
過於悲觀。

瑞犬辭舊歲，金豬迎春來。王志
民主任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時，

以「三好」概括香港在2018年「風更清、氣更
正、人心更齊」，他相信香港社會各界定能夠做到
四個「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促進國際人文
交流。有關致辭很貼地，很鼓舞人心，港人一定會
繼續與祖國人民一道，共同書寫新時代宏偉篇章。

「三好」新態勢鼓舞人心
王志民主任提出的「三好」，揭示了香港發展

新態勢。第一，習主席視察香港以來，香港形勢
出現持續、根本性的好轉。香港各界努力落實習
主席的講話和指示精神，特別是習主席在視察香
港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始終」，為香港發展共同
努力。習主席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訪問團時，充分肯定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
的貢獻，並強調在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中香港的地
位和作用只會加強。習主席對香港的關顧支持、
深情厚誼，強烈感召了廣大港人，將持續引領香
港形勢在新的一年穩中向好。
第二，林鄭特首帶領特區政府堅定維護「一國

兩制」方針和憲法及基本法，勇於擔當、積極作
為，依法施政和管治成效好。林鄭特首和特區政

府「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既聚焦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又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旗幟鮮明，對
觸碰國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得到中央高
度肯定和港人普遍讚譽。

第三，香港社會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態勢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主席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是推動「一
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也是為港澳同胞和
大灣區內地人民謀福祉的重大舉措。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態勢好
香港在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亦能為

自身迎來重大的機遇，開拓發展新空間。作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一員，香港憑藉其制度完善、法律
健全、人才充裕、資訊流通、金融和服務體系發
達及國際聯繫廣泛等比較優勢，完全可以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擔當各種樞紐、協調或中心的角色。
特區政府需要積極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

政府的溝通與合作，推動香港與各城市在制度、
法律、交通運輸、公共政策、專業和行業准入標
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對接，讓粵港澳大灣區真
正成為港人和內地同胞的一個共同家園。

港人需要深刻認識大灣區建設是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兩大基本國策在新時代交融結合、
同頻共振形成的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是「一
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豐富與拓展，是習主席關
心增進香港同胞福祉的生動寫照。

香港定能順利繼往開來
習主席在2019年春節團拜會上指出：「在中國

傳統文化中，豬是六畜之首，豬年意味着風調雨
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天道酬勤。勤勞勇敢
的中國老百姓，日子一定會越過越紅火！我們偉
大的祖國，前程一定會越來越遠大！」

天道酬勤，上世紀70年代，香港人勤勞、拚
搏、永不放棄和互相幫忙的精神被視為獅子山下
精神，港人面對當年困難環境仍咬緊牙關，一起
同心協力克服困難，「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
江名句」。至今，獅子山下精神仍代表香港人的
精神，縱使面對逆境，只要港人共同勉勵，縱有
多大的困難，也能面對。況且，在習主席新時代
「一國兩制」方略的引領下，在林鄭特首和特區
政府「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努力下，在香港
社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趨勢下，雖然外圍
國際環境政治經濟有不明朗因素，但展望未來，
香港定能順利繼往開來。

王志民「三好」揭示香港發展新態勢鼓舞人心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林鄭特首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承諾，將預留
200億元改善和增建文化設施，將撥款5億元用作
添置博物館館藏和舉辦展覽，展示了本屆政府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決心。筆者早前到台灣參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台灣口述歷史學
會合辦之「2019口述歷史研習營」，行程期間及
以外亦參觀了台灣的博物館及文創園區，當中成
功經驗實在值得本港學習。
首先，台灣在近年成功發展新博物館及文創園

區。位於台北市的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前身是松山
煙廠。由於該處佔地廣大，非常適合文化界人士
進行創作及舉辦展覽活動，故2010年後正式更改
部分建築物用地為文創園區，採用公私合營模式
達至活化歷史建築之效。筆者考察期間，除看見
有文化工作者正進行創作外，更有來自捷克、斯
洛伐克、美國、日本的藝術及動漫展覽。香港
PMQ元創方的建立其實跟上述園區的理念大同小
異，然筆者早前於該景點與台灣遊客會面時，他
們認為相比松山文創園區，元創方的運作模式較
多商業主導，且貨品未能迎合遊客需求。

其次，台灣已有不少博物館亦在主題內容上大膽
革新，朝多元化發展。研習營期間筆者參觀了宜蘭
縣史館，該館成立於1992年，是全台第一座為編
纂地方史志、長期蒐藏地方史料、紀錄地方歷史、
推廣地方歷史意識而成立的縣級史政機關。該館的
理念並不是單一地灌輸歷史事件予大眾，而是希望
成為「人與歷史交會的空間」，以流動式的常設及
特別展覽讓大眾特別是學生成為歷史的感悟者、創
造者。宜蘭縣史館最後更把許多學生對歷史的印象
展出，如有學生說歷史像LINE的群組資料室、未
來的跟屁蟲等。筆者不禁想到，如果香港學生這樣
寫的話，可能會引起老師不滿。
最後，台灣能把已有的文創資源轉型以吸引更

多參觀人士。筆者本次台灣之行碰巧經過中正紀
念堂，發覺現在它們正放置美國潮流藝術家
KAWS的標誌性作品，該堂亦聯合數位文創人士
合作舉辦「吉卜力動畫手稿展」，展出高畑勳、
宮崎駿兩大日本動畫導演及其團隊筆下1,400張
手稿，把展覽與觀眾的集體回憶結合，結合當代
潮流去吸引參觀者。

香港的博物館在早前並不是沒有新嘗試，如歷
史博物館曾舉辦「香港玩具傳奇」展覽，嘗試把
鐵甲奇俠、忍者龜等大型模型擺放於館內範圍展
覽，引起正面迴響。目前香港各博物館在回歸20
多年後陸續進行翻新工程，隨着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M+博物館等即將興建、竣工及落成，香港
有望於未來進一步成為世界的新博物館中心。如
香港能從上述方向出發，並利用本港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優勢與更多世界級博物館及文創機構
合作，必能闖出一條新道路。

借鑑台灣經驗 以文創增博物館吸引力
褚玨然 香港青賢智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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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於今年1月30日發佈《關於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實施意
見》的創科板細則諮詢文件，預計最快今季可接
受上市申請，科創板試點註冊制創造了有利條件
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上海證券交易所可就香港上市制度建設方面作

借鑒作用，在監察預案、風險防控等方面可參考
港交所成功經驗。科創板為創新科技企業提供上
市平台集資，加大力度推進自主創新，將資本和
科技產業相互結合，加強高質量科創資源配置。
科創板的門檻要求公司市值至少10億元人民幣及

近一年收入1億元人民幣以上；或最近兩年淨利潤

累計5,000萬元人民幣以上，而沒有收入生物科技
企業的市值至少40億元人民幣。而港交所的門檻要
求對同股不同權公司的市值至少100億港元，對沒
有收入生物科技企業的市值至少15億港元。
科創板以試行註冊制，由上海證券交易所負責

審批公司上市，預計審批周期6至9個月。港交所
相對審批需時4個月至半年。
在股價表現方面，公司在科創板上市首5個交

易日升跌沒有限制，此後每日升跌最多20%，港
交所對股價升跌幅沒有限制。
早前，中國持續放寬市場准入政策，進一步簡

化外商投資准入清單，降低投資限制，包括國內

的醫療等領域放寬外資股比限
制，吸引新經濟企業到內地上市
集資。
隨着內地制度建設愈來愈嚴謹，

科創板引入一套透明化治理制度，
設立科創板上市委員會與科技創新
諮詢委員會，優化監管制度，提升審核工作專業
性、權威性和公信力。
科創板的設立有助加強上市公司對企業管治和

董事會制度建設的教育，保障股東權益機制，對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健全上市制度建設有一定的示
範作用，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

科創板有利打造創新經濟模式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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