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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如
期發表了2019特區
政府施政報告，社
會各界高度關注、
反應多樣。但我要

說，這樣實實在在回應各界訴求的
施政報告難能可貴！ 為公屋人士
置業，特設「綠置居」恒常化；為
中等收入家庭「樓價高、上樓
難」，把「白居二」恒常化；為年
輕專業人士望樓興嘆，提出「首
置」，並把市建局的馬頭圍道私樓
項目改為「首置」先導項目出售
等。可以感受到，政府真心實意、
千方百計、竭盡全力來解決歷史沉
積已久的問題。

回歸後以董建華為特首的第一屆特
區政府曾為解決香港房屋問題提出
過「八萬五」方案，但方案生不逢
時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而被迫夭折，
後任也始終未敢觸及此「深層次矛
盾」。林鄭特首新的施政報告提出
解決房屋問題的務實方案，展現出
敢於承擔的勇氣。面對歷史遺留問
題，本屆政府並不推諉，而是義不
容辭擔起責任。作為理性的市民，
我們應該收貨。這既是對香港、對社
會負責，也是對市民自己負責。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無論在處

理這次重大危機，或繼續履行管治
責任，我會堅守以下幾個原則。第
一，堅守『一國兩制』，維護受
《基本法》保障的人權和自由，但
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行為絕不容
忍」，這些話我們深以為然。
「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香港

與國家的最大公約數。西方現代政
治講究「契約精神」。有「一國兩
制」，維護國家統一，才有「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一國兩制」
是利於香港發展的根本保證。「港
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及利益，
中央政府和14億中國人民會答應
嗎？20多年前創新科技孵化基地
「數碼港」，基本變成大型房地產
項目；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成為香港可以搭乘的經濟發
展的快車。如果有人鬧「港獨」，
怎麼能指望「一國」之內的大灣區
城市接納我們？我們又將失去重大
的機遇。
美、英反華勢力及「台獨」支持

少數人砸爛自己的家園，他們對誰
承諾過會幫香港重建家園嗎？我們
寄望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迎難
而上，令香港重回正軌，重現繁
榮。有良知的市民都應支持特首和
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原則
下，在法治的軌道上，和政府同心
合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發展
經濟民生，香港才有未來！

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於10月1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
會議，部署減稅降費政策實施，確
保企業能減輕經營負擔、為發展增
動能，更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
作。國家加快改革、加速對外開放
和加大民生投入力度，不僅增強國
家實力，亦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
的重要引擎。
雖然內地發展仍有地區差異、貧

富懸殊情況，但國家有決心在
2020年實現農村貧窮人口脫貧，
使經濟與民生發展同步。李克強總
理早於2013年在國家審計署調研
指出：「改善民生的錢決不能有窟
窿，每一分錢都為老百姓的幸福助
力」，這一重要的講話彰顯領導以
人民為中心的管治思維和遠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開幕儀式上指出：「中
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
越大」。今年10月8日，李克強
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
議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
案）》，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
提供制度保障，持續放寬市場准
入，內地龐大內需市場，既為外來
投資提供了發展新機遇，也帶來了
國家發展高質量經濟所需的資金管
理和技術等。20年前，世界500
強企業，中國只有 3 家，直至
2018年中國上榜企業已達到120
家，僅次於美國的126家，內地的
企業吸收西方的技術，創造了趕超
西方的經濟奇跡，帶來國家的富
強。
新時代的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步伐不斷前進，治理能力和現
代化水平亦不斷提高，受益於高質
量的對外開放和改革，讓中國面對
全球經濟困境仍屹立不倒。中國持
續對外開放創造機遇給世界，為全
球經濟復甦帶來重要貢獻，為世界
創造福祉。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工商事務副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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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務實變通 砥礪前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在立法會發表2019年施政報告。由於激進議會同事的搗

亂和阻擾，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被迫中止，最終需要改為電視錄播。這種情況前

所未見，但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段，最重要是政府盡快推出各項利民措施。對此，

本人表示理解，並全力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吳永嘉 立法會議員（工業界第二）

這份施政報告在增加土地和房屋供
應、在逆周期下扶助中小企、促進經濟
持續發展、維持就業、支援弱勢社群等
方面重點着墨，讓外界看到林鄭特首回
應社會多方訴求，着力解決社會深層次

問題，希望突破困局，重建社會互信的誠意和決心。
今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採取「成熟一

項推一項」的做法，例如財政司司長分別在8月和9月
率先宣佈「撐企業、保就業」以及減輕市民生活負擔
的一系列措施。而特首亦承認施政報告的部分措施只
有政策方向或可行方案，希望日後聆聽各方意見，再
豐富或調整政策的內容及細節。

鑒於本港局勢未完全穩定，以及外圍因素變幻
莫測，今年的施政報告相對以往少了一些直

接「派糖」措施，反而採取更具針對性
的政策，以紓緩中小企及市民的

壓力。這種做法既務實，又
可以做到未雨綢繆，

實在值得讚

許。具體而言：
其一、政府會更進取地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

回私人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同時為處於不同置業階梯
的巿民提供協助。樓價高企、房屋供應不足是困擾本
港的最大社會問題；施政報告明確地提出要讓每個市
民「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的願景以及「土地為民
所用」的承諾，有助於紓解當前的燃眉之急，重建市
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
我希望政府能繼續以「議而有決，決而有行」的勇

氣，在拓地、規劃、環境評估、工程設計等各個環節
上採用更靈活的標準和更簡化的程序，因時制宜、特
事特辦，確保新政策能夠盡快落地，讓市民受惠。
其二、經濟發展方面，本人所代表的廠商會感謝特

區政府先前推出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
包括強化政府屬下的多項支援基金和融資擔保計劃
等，對穩定營商信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我歡迎特區政府積極向中央政府爭取政策支持，協

助港商拓展內銷和探索「一帶一路」市場。由於製造
業與展覽業唇齒相依，特區政府應進一步為近期來港
參加展覽、會議和貿易投資等活動的商務旅客提供支

援，鼓勵更多海外及內地買家來港採購。

在創新科技方面，林鄭特首上任之初曾講過要在五
年任期內把研發活動的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由0.73%調升至1.5%（約450億元），但在這一份
施政報告內，對協助傳統工業轉型及發展先進製造業
方面的措施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亦欠缺我們一直
要求的「再工業化」政策藍圖。例如，在新加坡，製
造業仍然是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佔GDP超過兩
成，當中半導體行業及電子業國際知名。相反，香港
連一個中長期、全面、清晰的策略性工業發展藍圖也
沒有。

最後，我建議特區政府應協助香港企業進軍境外經
貿合作區，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
路」國策的發展潛力，為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開拓更多機遇。

特區政府亦應該向中央爭取政策，開放
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建立的多
個境外經貿合作區給香港企
業進入，建立生產基地
和供應鏈。

4個多月來，香港亂局不斷，止暴制
亂任務艱巨，暴力衝擊愈演愈烈。港澳

辦發言人楊光指，反修例風波已經完全變質，在外部
勢力的插手干預下，正演變為一場「港版顏色革
命」。令人擔憂的是，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和地
區，至今沒有一個發展得好的，香港怎麼辦？

為什麼「顏色革命」會那麼令人聞風喪膽？「顏
色革命」指的是外部勢力人為製造政治動盪進而實
現政權更迭的一項政治戰術，其主要手法是策動民
眾上街抗議並以此恫嚇政府，這手法曾在2004年烏
克蘭「橙色革命」和2013年至2014年基輔獨立廣

場騷亂中得到應用。為了發動民眾上街，「顏色革
命」組織者在社交網絡等平台進行動員，利用民眾
在政治、經濟方面的不滿和訴求煽動他們向政府發
難。
作為美國人開發的一項政治戰術，「顏色革命」在

推動國家政變方面頗有效果。它表面上很像是「無大
台」自發的抗議活動，採取的手段往往也不超出民主
活動範疇，很容易被輕視。涉事國當局最初往往看不
出這是政變的開始，而當發現時則為時已晚。一旦政
變發生，「顏色革命」組織者安插的人會順勢上台掌
權，令國家失去主權、受到外國監護人控制並為外國

利益服務。
當前美國在香港策動的這場「顏色

革命」，背後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有人希望在中美
就簽署貿易協議進行最終談判前破壞中國的政局穩
定，利用香港局勢對中國施壓；二是在香港演練
「顏色革命」戰術，有助於日後把這一戰術移植到
新疆、西藏等中國邊疆地區，從而給中國製造更大
的麻煩。
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和地區，至今沒有一個

發展得好的，香港特首應以「鋼鐵意志」來處理這個
危機，不然，香港將沒有未來。

「顏色革命」令香港沒有未來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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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即將區選，黑色暴亂始作俑者之一的岑子杰亦
宣佈參選。他日前在旺角「再次遇襲」，現場「血
跡」令人觸目驚心，他雙眼更直翻白眼，似已魂歸暴
徒崇尚的「自由世界」。殊不知，第二天他「神速」
回復精神，「笑靨如花」。
網民報料指，岑子杰被送到醫院時，有人質疑岑身

上血跡並非真血而是血漿。真血還是假血，以早前
「爆眼女」醫療報告被院方嚴密保護情況來看，相信
難從院方得到回答。岑子杰等煽暴派言必稱所謂的
「五大訴求」，有心水清網民整理出其遇襲的五大質
疑，希望岑生澄清一下。

一、岑生被兇徒以鐵鎚扑頭，但頭骨竟然無事，甚
至還能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到底是兇徒
「輕手」，還是岑生練就鐵頭功？
二、正常人被扑穿頭殼，必定血流如注，但現場相

片可見，岑頭部並無大量出血，血跡似已乾涸。莫非
岑生頭上裝了血漿開關，能控制流量？

三、被襲地點就在岑和同夥開會地點附近，為何遇
襲時沒同行人出手護救，遇襲後卻有人及時撲出抓拍
「仆街照」？
四、當時有途人發現岑倒地想幫手，但岑竟然說

「唔使」。小命就快不保，卻不要人幫手施救？這符
合常理嗎？
五、網民特別提出，岑生倒地「睡姿」慵懶隨意，

背包更妥妥地墊在頭部，上衣也非常整潔，更無伸手
護頭的動作，這是不是擺拍？

每到大事來臨之際，泛暴派的蠱惑人心招數就層出
不窮。早前鄺俊宇被「圍毆」，再之前的「釘書健」
被「強力部門綁架」，和岑子杰「遇襲」極其類似。
首先三人在事件中均顯得「異常神勇」。「釘書

健」大腿被釘上釘書釘，逃脫後不報警、不求醫，卻
跑到麥當勞歎個魚柳包先，再施施然回家洗澡休息，
任由密密麻麻的釘書釘「陪伴在腿」，第二天做完一
輪大騷後，才往醫院拔除；鄺俊宇和岑子杰更有異曲
同工之妙，兩人似乎都修煉了鐵頭功。岑子杰被鐵鎚
扑頭，不要市民相救，還能高呼口號；鄺俊宇被狠踢
後腦，卻若無其事站起，施施然站立拾起手機致電；
三個「受害人」都厲聲要求警方擒兇，但無論是報警
和錄口供均有所迴避，不欲警方掌握真相。

網友譏諷，無論是岑子杰、鄺俊宇的鐵頭功，還是
「釘書健」的釘書釘，根本是泛暴派自編自導自演的
好戲。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釘書健」
案終真相大白，自食其果，被判囚5個月。岑子杰也
好，鄺俊宇也好，若重施苦肉計欺騙市民，煽動仇
恨，獲取政治利益，也必將被揭穿真相，受到懲罰。

岑子杰的鐵頭功與「釘書健」的釘書釘
利 曉

東北亞地區正面臨着中美和日韓兩場貿易戰或者貿
易摩擦，目前中美貿易磋商已取得積極進展，但日韓
貿易摩擦和爭端多次磋商無果，似乎在短期內難以解
決。
受貿易戰影響，東北亞經濟增速普遍下滑。2019年

上半年區域內大部分國家的出口出現負增長。由於貿
易摩擦改變了各國的經濟預期和生產成本，也引發東
北亞各國的投資呈轉移態勢，並會出現不斷分化的局
面。由於有的國家限制高科技產品和材料的出口，使
受影響的公司不得不重新規劃供應鏈安排，以規避風
險和成本，這就會導致區域產業鏈重塑。這些都會給
東北亞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新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韓國政府也試圖尋求經濟發展的出路

和突破口。9月24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聯大演講時
提出了建設半島和平地帶構想，還提出了在非軍事區
附近的朝韓邊境地區建設國際經濟特區，以發展和平
經濟來終結長達70年的朝韓敵對狀態，使朝鮮半島將
扮演連接大陸和海洋的橋樑角色。文在寅的設想有一
定的積極意義，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但有一定的局限
性，他沒有找到一種將朝鮮半島與亞洲大陸（主要是
中國）和海洋國家日本經濟相連相通的途徑和方式。
如果在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共建「一帶

一路」，那麼，不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東北亞經
貿摩擦和衝突，還可以帶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經濟社
會持續健康地發展。
其一，「一帶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

以開放包容為特徵，以互利共贏為追求。東北亞地區
不僅有貿易摩擦，還有歷史恩怨和地緣政治矛盾等。

「一帶一路」倡議的包容性
和平衡性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消弭東北亞地區各種恩怨、
摩擦和矛盾，可以最大限度
地求同存異，實現共贏。

其二，共建東北亞「一帶
一路」，可以大大提高本地
區的互聯互通，通過擴大區
域「內需」來獲得經濟發展
穩定的增長點。中國在不斷
擴大開放，東北亞其他五國
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
國，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度
很高，中國的消費品市場快
速成長，東北亞內部市場也
不斷壯大，正在改寫東北亞
地區產品出口一直依賴西方
國家市場的狀況。所以，共建東北亞「一帶一路」，
不僅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多的
自主性，而且更將成為推動東北亞經濟快速發展的核
心推動力。
其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6年來理念和內涵不

斷豐富，邊界不斷拓展，操作更具科學性，越來越多
的地方和企業承擔「一帶一路」建設的任務，愈來愈
多的民營企業也在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的
「振興東北」戰略的實現，以及中國渤海、黃海經濟
區的發展，都希望與朝鮮半島、日本擴大和加強經濟
聯繫，具有強大的合作潛力。這些都有助於推動將東

北亞納入「一帶一路」框架，進一步加強東北亞的地
方合作，激活並昇華原來的合作構想。
其四，「一帶一路」倡議主張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東北亞地區雖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卻由於歷史和
現實的各種因素，仍然缺乏「命運共同體意識」。東
北亞是一個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地區，在共建東
北亞「一帶一路」時，應將重點放到塑造共同利益和
培養「命運共同體意識」上，將有助於推動構建周邊
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共建「一帶一路」是消弭東北亞經貿摩擦的有效途徑
李敦球 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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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大連片區內大連港大窯灣集裝箱碼頭。中國對外開放正在提速，成功點燃
東北改革開放「新引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