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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份民意調查說今日香港青年已不關心房屋問
題，而是政治課題。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之下，有這樣的
民調結果一點也不奇怪，但是不可能長久，相信房屋問
題依然會是香港年輕人關心的問題，特區政府千萬不能
以為房屋問題已經不再重要。
特區政府公佈了本財政年度所有的賣地計劃，總共可

以興建11,850伙私宅，是連續兩年低於預算規劃。除了特區政府的本
地供應之外，私人地產商也提供了一些項目，可興建2,600伙私宅。另
外新世界發展、恒基地產、會德豐三家地產商捐出或借出的土地，也可
以興建數萬個臨時房屋。還有，3年前特區政府推出的私宅土地供應達
2.55萬伙，使到3年的總供應為5.2萬伙，不算太少。

現在，已經有地產界人士預測，到了2023年，特區政府的土地供應
將出現斷層。當然，這些人只計算目前特區政府手上已經完成規劃的
本地儲備，沒有考慮正在處理的古洞北、洪水橋、東涌新填海地，甚
至明日大嶼的土地，他們假設今日特區政府是個弱勢政府，面對目前
巨大的反對力量，明日大嶼、古洞北、洪水橋等的發展規劃必定失
敗。
房屋問題肯定是香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不論反對聲音多大，特區政

府一定要努力地使到上述的新土地供應成功開發。
除了政府的土地供應之外，私人地產商手上擁有大量農地，特區政府

也應該積極提高私人地產商開發農地的意願。過去許多年，香港市民埋
怨私人地產商囤積土地，私人地產商則埋怨特區政府辦事效率緩慢，更
改土地用途的談判談了許多年都談不成，特別是補地價與城規會，是談
判多年而無結果的主要障礙。
不論地產商或特區政府，都追求最高收益。地產商希望補地價便宜

一些，希望地積比率高一些，希望多一些交通基建設施；政府則希望
多收一些補地價的錢，而且環保、交通等問題都要妥善處理。一些官
員更擔心談判時不強硬，會惹禍上身，被指「官商勾結」。也因此，
私人地產商手上的土地荒廢了數十年，私人地產商亦成了囤積土地的
「奸商」。
去年，特首林鄭月娥宣佈要推出新的「土地共享計劃」，鼓勵私人地

產商參與。這是新的構思，可以大大提高私人地產商手上農地的效益。
通過官商合作，政府取得免費的土地發展公共房屋，私人地產商取得額
外增加的地積比率，原本只能建多層的郊區房屋變成高密度的高樓新市
鎮，地積比提升10倍，可供應的住宅量也相應提升10倍。這項計劃將在
今年正式推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所謂「新公務員工會」與泛暴派狼狽為奸
顏武周先是煽動公務員參加反修例集會，其後又成立與泛暴派

狼狽為奸的所謂「新公務員工會」，於元旦遊行設置街站「掠

水」，不滿警方因黑衣魔暴力行為而終止遊行影響其「攬財」，

竟然肆意誣衊和詆毀警方。顏武周作為公務員參與反政府違法活

動，嚴重違背公務員政治中立守則，違背效忠基本法和特區政府

的基本要求，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處理他的違法違規行為。

柳頤衡

與泛暴派沆瀣一氣的所謂「新公務員工會」日前
罔顧元旦遊行中，黑衣魔到處打、砸、燒、堵的事
實，無理譴責警方考慮市民安危的「腰斬」遊行決
定，揚言「警方限制香港人行使遊行、集會及結社
自由，並要求政府尊重市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云
云。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批評該「新工會」明顯完
全抹煞事實並肆意作出批評，對其有關言論「深表
關注及遺憾」，表示政府絕不能接受有關抹煞事實
並肆意批評。

「新工會」亂立名目招搖撞騙
民陣發起元旦遊行，超過20個新成立或籌備中的

泛暴派「新工會」趁機擺街站，企圖催谷更多人加
入。這些五花八門的「新興工會」亂立名目，招搖
撞騙，除了旨在收取會員費「掠水」之外，更重要
是瞄準勞工界立法會選舉以及勞工界選委選舉，其
中包括以超低會費做噱頭招攬會員的所謂「新公務
員工會」。
元旦民陣遊行開始不久後，黑衣人便開始在灣仔

和軒尼詩道等遊行路徑中，瘋狂打砸燒，多間銀
行、商舖遭惡意破壞，連高等法院門外也被噴漆，
寫上「法治已死」的抹黑字句，有法官更遭人指名
道姓侮辱。警方基於公共安全考慮，與民陣協商後
首次要求對方腰斬遊行，散去大半騷亂人潮，有效
維護了公共安全。

所謂「新公務員工會」疑因不滿警方因黑衣魔

暴力行為而終止遊行影響其「攬財」，通過face-
book發表聲明，將事件扭曲為「不少同路人都踴躍
登記加入自己所屬工會」、「本會的街站一直運作
順暢」，「惟警方卻突然『強行腰斬』遊行」云
云，又「譴責警方限制香港人行使遊行、集會及結
社自由，並要求政府尊重市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云
云，又揚言「將不懼打壓」，繼續於各區設立入會
街站。
反修例風波以來，不少公務員以實名或匿名參與

多場暴力衝突，有公務員當場被捕。勞工處二級助
理勞工事務主任顏武周先是煽動公務員參加反修例
集會，其後又在所謂民間記者會上宣佈成立「新公
務員工會」，實質是一個與泛暴派狼狽為奸的組
織。顏武周宣佈成立「新公務員工會」，當然不是
心血來潮，他本身是「深黃」分子，曾是中大學生
會外務副會長及「學聯」成員，發動過罷課及「反
國教」行動。顏武周在政府部門工作，公帑出糧，
卻不停搞亂香港，有網民揶揄他是吃裡扒外的人
辦。民間團體「新年代」早前已發起遊行，質疑顏
武周企圖騎劫公僕，撕裂公務員團體，違反政治中
立及《公務員守則》，要求政府盡快解僱他。

須嚴肅處理公務員違法違規行為
根據《公務員守則》，每位政府公務員都必須跟

從《公務員守則》，而《守則》的第1.2項已清楚列
明，根據基本法第48條，「公務員必須竭盡所能，

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
府」；第5.7項亦寫得十
分清楚：「當政府作出決
策和行動之後，不論個人
意見如何，公務員必須全
心全力支持，執行有關的
決定。」《守則》第5.7
項也有提及，「公務員在
參與公開辯論或討論公共
事務的場合，或在這些場
合發表意見，須確保其言
行與在任政府的政策及決
定一致；他們不可試圖妨
礙或阻撓政治委任官員所
制訂的政策或作出的決
定。」最後一點，「公務
員並不可就政府或個別政
治委任官員已提出的政策
建議或已決定的政策，向
公眾提出其他方案。」
政府發言人表示絕不能

接受「新公務員工會」抹煞事實並肆意批評，同時
強調公務員不應肆意批評政府政策或個別部門的執
法行動，包括出任工會成員的公務員，如有公務員
違反《公務員守則》，政府會根據既定機制嚴肅處
理。

所謂「新公務員工會」代表顏武周，作為公務員
參與反政府違法活動，嚴重違背公務員政治中立守
則，違背效忠基本法和特區政府的基本要求，特區
政府必須嚴肅處理他的違法違規行為，盡快將其解
僱。

「至少你們(香港)還有中國大陸，難道你
叫我們重返馬來西亞咩！？」在剛結束的
聖誕假期，與家人暢遊澳洲，途經新加坡
時，與好友聚會時難免談到香港亂局。但
當地友人對香港的前景竟比筆者更樂觀，
因為他深信「香港身後還有個祖國，這是
香港最強的依靠」。
「香港背靠祖國」若是由一個香港人告

訴另一個香港人，在社會情緒高亢的今日
香港，很可能就引發「藍黃口水戰」，被
認為這是「洗腦文宣」或者老調重彈。但
好友何先生曾在新加坡政府工作，長期參
予新加坡在中國的聯合發展項目，見證中
國社會的高速發展與變化。由一個熟悉中
國國情的星洲好友口中說來，筆者認為應
該重新思考一下這句話的分量。

請客觀思考「香港背靠祖國」這句話
「香港與新加坡差不多，一個小島城

市，沒有天然資源，我們只有人」，他
說，「但你們有中國，我們沒有，這個新
加坡很羨慕，我們當年是被踢出馬來西
亞，差點連食水都被切斷。」他說，馬來
政府對新加坡就算不是敵視，也是存有戒
心的，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態度肯定是支

持多於干預，因為回歸以來的惠港政策不
斷，近期的動盪如此之大，也見到中央政
府的高度克制，足見國家對「一國兩制」
的初心不改。
筆者以為，所謂「背靠祖國」，不僅是

地緣上與內地相鄰，文化上與內地相通，
更重要的是情緣上與內地相連，這才是
「一國兩制」同步並進的主要依靠。

當筆者分享一些香港青年人對「一國兩
制」、「中國」的負面看法，他認為是香
港缺乏國民教育、也輕視歷史教育的惡
果，並對特區政府的做法感到十分不解：
「我們海外華人都在傳承中華文化，你們
卻選擇放棄！」他認為，香港的年輕一代
不了解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國家根源與民
族文化，這一代人很可能沒有足夠的養分
走得很遠，因為缺乏文化素養的人，沒有
足夠寬的世界觀。

放下偏見去了解再決定愛與恨
「無論你喜不喜歡中國，你都需要先去

了解中國。」他說，了解國家不能只看電
視，翻翻報紙，應該親身踏足內地的土
地，去與內地人溝通交流，「現代內地的
發展速度不僅僅是經濟數字，而是整個社

會與人民素質的進步，都是
當代罕見的。」筆者從何先
生身上，彷彿看到為何新加坡正在快速超
越香港的核心原因，因為他們更客觀、更
務實地看待周邊的世界。

反觀香港社會，從主流輿論的取態可知
社會關注點。媒體熱衷揭流弊、爆醜聞，
但與此同時，輿論有意避開好人好事，無
視新聞專業中的平衡報道守則，彷彿世界
上就只有流弊與醜聞，這種情況在「中國
新聞」欄目尤甚。當新聞中充滿偏見與負
面情緒，社會又怎能用客觀的心態來看待
周邊的環境？香港人若缺乏客觀與深入的
認識，對「中國」的愛與恨都欠缺根據，
也沒有意義。
「兄弟，你日前提到的大灣區很有意

思，明年(2020年)安排個時間帶我去走
走。」我在聚會時談及大灣區的機遇，當
筆者離開新加坡前往澳洲時便已收到何先
生的短訊，準備今年親身來大灣區走走。
當海外華人都積極探視大灣區機遇時，身
在大灣區內的香港青年，或者連「大灣
區」也不屑一聽，這也許就是香港與新加
坡未來的分別，但到底誰對誰錯，時間很
快會告訴我們答案！

「至少香港還有中國！」

吳志隆 「就是敢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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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 博士

中國社科院近期發佈的《經濟藍皮書》指出，中國經濟今年增長率
預計為6.1%，2020年預計增長6%。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5%；即使其他所有經濟體都是零增長，
中國仍有能力帶動全球增長1%，足見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之
大。
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基調是穩中求進，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

要動力。這不僅對打贏中國國內三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意義
重大，也將凸顯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非同小可；中國繼續成為未來世
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中國2019年GDP突破14萬億美元，與美國的21萬億美元進一步縮

小差距；人均超越萬美元的關鍵分水嶺，顯示大中華的經濟將繼續朝着
美好前程邁進。旅遊數據顯示，中國出國旅遊的人數不僅屢創新高，境
外購物等消費水平亦讓世界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艷羡。
據中國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遊客是當前全球最具消費能力的群體。

中國年出境旅遊突破1.6億人次，花費超2,000億美元，是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遊客源國。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亦已經遠遠拋離美英等西方發達國
家。中國人的消費力不僅表現在外出旅遊，富起來的中產階層消費，已
經成為拉動相關貿易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
目前，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向中國遊客招手，歡迎更多中國遊客到

自己國家旅遊、觀光，他們或加快中國遊客的簽證通關手續，或增加對
導遊的中文培訓，越來越多國家為了吸引更多中國旅客，更推出給予中
國遊客免簽證、設特別途徑等各種優惠措施。

龐大的中國消費群體不僅給相關旅遊國家實惠，也給世界經貿自由化
添加正能量。中國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國際進口博
覽會，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中國，中國加大開放市場，大大拉動世界各
國對中國的出口，使他們的經濟增長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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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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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半年的動亂持續不斷，雖然接近
7,000人已被拘捕，破壞法治的「勇武」
亦有所減少，但「私了」、「裝修」等暴
行依舊沒有止息。無辜市民的生命受盡威
脅，商舖營運亦受到嚴重破壞，香港經濟
已經陷入下行周期。
除了內憂，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經濟前景進

一步帶來困擾。中國與美國的金融、科技和
貿易戰的全面角力，短期內難以停下。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重要的融資平台，
香港無法置身事外。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
間，不少經濟學者指出，港元與美元掛鈎

的聯繫匯率制度，有可能遇上不利的險
境。倘若有心人散佈謠言，利用香港不穩
炒作話題，恐會打擊外來投資者對香港的
信心，繼而影響香港經濟的穩健發展。

基於內憂外患，筆者估計2020年香港經
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失業率也會隨之上
升，對普羅大眾來說，飯碗可能隨時不
保。可以預計，青年在就業市場亦面對很
嚴峻的挑戰。更何況，青年人若繼續撕裂
社會、沉迷暴力破壞，哪有商業機構敢僱
用他們？
據筆者了解，有青年因為參與動亂事

件，導致在過境深圳和澳門的口岸時被拒
入境，不少面向內地發展的商業機構，早
已作出決定，不再聘用違背公司發展方針
的員工。這意味着有香港青年的就業競爭
力下降，就業可選擇範圍也縮窄。

因此，香港青年必須與暴力「割席」，
抵制一切暴力，同時更積極參與探討內地
與香港發展的論壇，參與「一帶一路」及
粵港澳大灣區的考察和交流活動，重新思
考自己未來發展的定位，擴闊眼光，了解
香港和國家旳大局走勢，才能增加就業機
會，創造個人和香港更美好未來。

港青須與暴力「割席」才有出路
鍾秀賢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2020年開始，香港金融
持續向好是社會共同願

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9年12月
底公佈評估報告，充分肯定香港作為全球
金融中心、區內貿易樞紐及全球最開放經
濟體的地位。這反映香港監管機構有能力
抵禦潛在外圍的經濟衰退和內部的政治動
盪，構建鞏固的金融體系，確保香港聯匯
制度維持穩定。

香港金融體制得到世界認同，乃憑藉香

港金融管理局和港交所所推動完善的監督
風險措施、優秀的管治人才和法律法規。
由此可見，香港金融體制優勢可吸引來自世
界各地和內地的企業來香港上市集資，鄰近
的亞洲發達國家，包括新加坡、日本和韓國
的金融市場亦不能輕易取代香港。財政司數
據顯示，2019年香港證券市場的新股集資
額(IPO)已超過2,800億元，香港金融市場
再次成為全球IPO第一。
香港要繼續成為全球金融樞紐中心，金

融管理局和港交所應不斷加
強系統內部監控、外部風險
管理，對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監管及指引等
作出更多建議和措施。雖然各地的企業管治
架構、金融體系制度和框架不同、法制不
同，很難一概而論，但大方向的主張和觀點
都是要求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及管
理層必須按照政府監管部門的管理制度經營
和運行，遵守當地法律和法規，確保財務報
告的可靠性，減低金融違規行為。

香港金融制度優勢難被取代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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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晚上，警方拘捕多名暴力示威者，反遭部分公務員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