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祐才 廣東省政協常委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央政府採取各種
措施防控疫情得到世衛組織的肯定和讚賞，同
時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為穩就業、穩
內需、穩外需、穩增長，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廣東省政府率先出台了防疫抗疫及復工的
政策，筆者就及時解決製造業受疫情影響的困
難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將復產穩就業防失業

放在疫後重建的重中之重，我認為要由穩就業
開始，穩就業才能穩內需消費，穩外需出口和穩經濟增長，而穩就業
必須由各級政府早日解禁復產開始，而復產也要考慮上下游產業鏈同
步解禁才有作用。
二是提防相對落後地區拖經濟發達地區後腿，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和因人制宜，採取更積極穩健的政策來分別配對實施。凡來自沒有確
診病例的無疫地區人員採用點對點的包車汽運或專列方式直達有條件
復工的地區和工廠，免除回廠繼續14天的隔離規定。
三是建議開綠燈給交通物流，特別是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同步連接，
讓原材料及貨物順利及時送達和過關，早日達到正常生產。我們已經
歷過第一波的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已嚴重影響就業。希望政府能配
合嚴防第二波的客戶和訂單轉移和流失，影響穩外需出口，而造成重

創製造業和進一步影響就業。
四是建議政府的扶持優惠政策要全覆蓋及精準到位，既要保大企業

更加要關心和保護中小微企，做到有成效的幫忙及扶持，切勿造成加
大債務違約，企業借貸後仍倒閉，讓失業人員增加和造成金融風險和
更多的社會問題。
在此，筆者誠望廣東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在此非常時期保住香港
金融中心地位，因疫後重建和恢復經濟增長均需融資，從過去到現在
香港均是我國集資和融資的重要窗口，雖然香港經歷多事之秋，但底
蘊仍在，不能讓西方勢力乘虛而入，破壞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政府
必須重視和杜絕此時此刻的假資訊及謠言，因外國政府已借疫情抹黑
和醜化我國，極力遏止我國的崛起。因傳謠如播毒，香港的搶購潮和
社會的種種揣測是例證，故此政府必須應對，用事實來反駁闢謠，用
法律來止謠。
關於疫後重建問題，建議各級政府立即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疫情對

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對生產生活乃至各領域的衝擊。希望政
府能通過調查制定有效的政策，用有效的措施來疏導配合社會的發
展需求，達致盡快恢復生活和經濟秩序，達致穩就業穩內需、穩外
需穩增長和穩繁榮穩定。建議將此天災由國家主導積極作為，將全
民抗疫的成功範例列入史冊，植入教科書，教育下一代做科學文明
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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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以來，香港修例風波引發了一連串暴
力事件，而在參加暴力活動的人群裏，青年群
體是主力。究其原因是深層次的、多方面的。
其主要原因，一是生活壓力，比如香港的居住
問題有目共睹，高房價導致一般人負擔不起，
而高房價也一樣推高租金。香港人看重人權，
但在一般人看來，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
正是最基本的人權，是最基本的尊嚴。二是教
育，香港回歸以來的教育可以說失敗至極。歷

史教育的缺失，通識教育被「港獨」分子把持掌控，使得香港回歸後
出生的一代喪失國家認同感，沒有民族及國家身份認同，更缺乏凝聚
力，他們陷入迷茫之中不能自拔。三是歷史原因，香港回歸後的紅利
被大財閥和精英階層瓜分，香港底層民眾的民生並未帶來質變，在高
壓力、高房價、高競爭下，香港年輕一代變得狹隘和極端，極容易被
心懷叵測者煽動利用。四是就業難，這是重中之重。當下香港產業發
展偏重於金融、物流、專業服務和旅遊業等傳統四大產業，產業單一
化限制了許多青年的發展。
筆者認為，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中央有關部門針對
這些問題，推出了一系列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特
別是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考慮為香港發展拓展新空間、增添
新動力，讓香港的居民，特別是香港的青年人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給
予8項具體政策扶持，有力地促進了港澳青年到內地創業、就業，支

持港澳青年融入國家、參與國家建設。
鑒於此，我提出如下建議：
一、建議安徽省政協加大力度舉辦香港青年國情教育學習班，讓香

港青年深度了解國家的發展史，提升對內地的了解與認識。安徽有着
獨特的旅遊資源優勢，特別是大別山紅色旅遊區，魯蘇皖紅色旅遊區
及許多經典旅遊景區，要組織香港青年到紅色景區接受愛國主義教
育，感受安徽獨特的文化魅力以及作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中國製
造中心的魅力，讓香港青年對安徽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鼓勵安徽企業家到香港投資、促進愛國愛港青年就業。香港是

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是國際和亞太地
區重要的航運樞紐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經濟自由度指數位居世
界首位，其營商環境便利度享譽全球，稅制簡單、低稅率、資金及資
訊自由流通等關鍵要素，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整體成本，提高了企業運
行效率。建議組織安徽企業家到香港進行實地考察，增強皖港兩地企
業家之間的溝通及交流，鼓勵更多安徽企業家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到香港投資興業，幫助愛國愛港青年就業。
三、出台扶持港澳青年就業的優惠政策，引進港澳高端人才。港澳

的教學水準和教育模式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名，課程多以全英式教
學，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都與英、美、歐等學校接軌，國際化教育程
度高，不僅看重學術，更看重綜合能力培養。近來，全國有部分地區
出台了扶持港澳青年到內地就業的優惠政策，建議安徽也出台相應政
策，給予企業相應的補貼，引進港澳高端人才，促進安徽經濟發展。

發 揮 皖 港 優 勢 助 港 青 就 業
朱浴龍 安徽省政協常委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會長

美國國務院根據捕風捉影、道聽途說的材料拼湊而成的「2019年度國別人權報告」，果不其然地又以所謂
「人權問題」插手和干預中國和香港特區內政，其中部分更歸納香港有「嚴重的人權問題」，並對香港警方作出
了不實的指控。美國長期以來打着「人權」幌子插手別國和其他地區政府的內政早已不是新鮮事物，只是報告指
控香港警方的做法，反而讓更多香港人看清楚美方的企圖，無非就是通過進一步抹黑和打擊香港警方，以達到為
香港暴徒撐腰的目的。這份報告足見美方的居心不良，對已飽受持久黑暴之苦的香港人來說，不可不慎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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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去年因為修例風波引發社會暴力事
件，眾所皆知美國是香港這場持久亂局的幕
後黑手。過去數月，香港人從媒體上可以見
到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等美國政要頻頻會見香港反中亂
港頭目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等；泛暴
派成員以及「港獨」小頭目黃之鋒等人先後
到美國告洋狀；香港街頭暴力活動中不時出
現大量外國人身影；還有一些香港暴徒更直
接打出了美國國旗。

這份報告當中的涉港內容就是引述泛暴派媒體、「專家」等失實言
論，所以才有聲稱在修例風波中出現警方「濫暴、濫捕」、特區政府

「干涉」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限制市民政治參與等等諸多胡亂指
控，藉此歸納出香港有「嚴重的人權問題」。說到底，美國和香港反
中亂港分子一直都是沆瀣一氣，裡應外合，這次假藉「人權」說事，
目的在於打擊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聲譽。
這份所謂「人權報告」卻隻字不提香港暴徒持續半年多來，故意縱
火、蓄意破壞及焚燒商舖等極端暴力行為，他們訴諸的暴力程度在香
港是前所未見的，嚴重威脅到人身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美國
政客將矛頭指向依法維護社會穩定的香港警方，無視期間不少警員被
起底、甚至遭遇嚴重受傷乃至死亡的威脅。
從去年6月開始，香港人經歷了開埠以來最嚴重的街頭暴力，全
靠香港警隊專業和克制的執法能力，才有效地止暴制亂，維護社
會秩序，所以美國政客對香港警方的指控完全是站不住腳的。這

份報告也讓香港人更清楚知道和了解美方的企圖，就是藉着進一
步抹黑和打擊香港警方，以美化暴徒的街頭暴力行為並繼續為他
們撐腰助威，足見美方的險惡用心，香港人一定要慎防暴力事件
再次捲土重來。
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憲法和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廣泛
權利和自由，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都得到了充分保障。「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實踐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果，香港自由指數與法治繼續名列前茅。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我們絕不容許其他國家插手香港特區內政，更不允許其他國家縱
容和支持極端暴力分子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相信香港人一定能
夠看清美國政客的圖謀，並且繼續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
依法維護社會秩序。

美人權報告居心不良 抹黑港警為暴徒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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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經濟發展
和物質消費水平大幅
提高，湖北省廚餘垃
圾產生量迅速增長，
環境隱患日益突出，
已經成為湖北省社會
發展的制約因素之
一。去年國家主席習
近平對垃圾分類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實行垃圾分類，關係廣
大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關係節約使用資
源，也是社會文明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
2019年8月，《湖北省推進城鄉生活垃圾分
類工作實施方案》正式印發，標誌着湖北
省走向全面實行垃圾分類階段。筆者就做
好廚餘垃圾回收、節省資源、循環利用提
出如下建議。
首先進一步制定完善廚餘垃圾管理和處理

辦法。在制定政策時，要突出廚餘垃圾處理
的公益性質，政府對廚餘垃圾處理的支持、
扶持力度要加強。
二是提高認識，加強宣傳力度。重點是加

強宣傳教育，讓人們了解廚餘垃圾對人體健
康造成的危害，與提倡垃圾分類相結合，從
而提高參與和監督廚餘垃圾規範管理的自覺
性。要通過媒體、網絡宣傳這項工作的重要
意義和正確做法；要突出居住社區、公共場
所等重點，做好目視化管理；要抓好在校學
生、家庭主婦等重點群體的教育引導；對好
的典型進行表揚，對差的典型進行批評或罰
款；制訂責任制，提出宣傳要求，嚴格考
核，獎懲兌現；深入社區做到全民參與；加
大廚餘垃圾回收處理企業的招商力度、扶持
力度；盡快在湖北省大中型城市建成廚餘垃
圾處理廠等。
另外，政府對廚餘垃圾處理企業一定要

進行扶持。一方面，要加大財稅扶持力
度，盡快明確廚餘垃圾回收處理企業的定
位，使其能夠充分享受相關優惠政策。另
一方面，要加大對企業的技術扶持力度，
鼓勵其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聯合攻關，
開發大規模處理廚餘垃圾的設備與工藝。
建立利用廚餘垃圾轉化為農用產品的產業
體系，形成合理的廚餘垃圾資源化利用和
無害化處理的產業鏈，進一步提高廚餘垃
圾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水平，將廢物變成
可回收及再生的資源。
總括來說，大家對環保的意識必須加強，

政府可從不同層面開始，首要宣傳為主，再
是教育、推廣令市民從減少廚餘產生開始養
成習慣，再推動乾淨回收，減少堆填，循環
再造，盡量把所有廢轉為能。如果所有市民
都養成減少廚餘支持環保，節省的價值是不
可限量的，這也就構成了價值。如果湖北
6,000萬人，可以自發做好，每年可省幾萬噸
食物，從而達至獲取更大公共利益，為社會
創造更大價值。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冼漢迪 天津市政協委員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

提高合作效率打造津港產業與科研交流平台

科技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綱要》的重要戰略方向，香港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之
一，應當充分抓住這一歷史機
遇，為香港經濟增長創造新的驅
動力。一直以來，香港在科研實
力、金融實力、智慧財產權保護
制度、營商環境、城市基礎設
施、國際化等方面都具備傳統優

勢，為與內地展開產學研合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近
年隨着香港科創局的設立，國家大力支持香港發展成
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背景下，香港在科技研發上獲得很

不錯的成績，每年都能產生大量國際性的優秀科研成
果，世界頂級科研機構相繼落戶香港，有超過100個人
工智慧領域的研究項目和多家由國際領先的人工智慧
專家引領的重點實驗室。在科研成果產業化方面，大
疆、商湯科技、第四範式等全球領先科技企業都是在
本地大學教授指導下誕生的，我們在高新科研成果轉
化、產學研合作上擁有亮眼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
香港雖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科研實力，但目前令業界

較為擔心的是香港缺乏完備的產業鏈資源，製造環節
薄弱，市場規模小，用工成本高，導致很多科研成果
轉化困難，無法實現真正的落地、應用和推廣，無法
向中下游轉移，造成研發成果的浪費。加強與內地擁

有優質產業鏈資源的地區的合作，提高轉化效率，是
我們目前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筆者曾多次到天津參觀考察，當地政府高度重視智

慧化發展，致力於建設成為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和
產業創新中心。天津歷來是我國重要的工業生產基
地，聚集了一批全國優質的製造業企業，具備完善的
產業鏈，產業基礎扎實。但隨着我國經濟增長進入高
品質發展階段，新一代資訊技術等新興戰略產業成為
新動力，天津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節點，與傳統
製造產業密切相關的智慧科技正好成為天津下一階段
發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天津加快建設「天津智
港」急需大量高品質科研成果和人才，而香港也很需

要具備完整產業鏈的合作夥伴幫助成果轉化，津港兩
地遇到了合作共贏的新契機。
因此，我建議津港兩地可共同建立資訊交流平台，

一方面由相關單位收集天津製造企業對高新技術的需
求，另一方面邀請香港的大學、香港政府轄下的科研
機構和科研人員加入，透過這個資訊交流平台，讓雙
方進行直接對接並依託平台資源組織路演、交流等活
動，提高合作效率。天津也可更好發揮「海河英才」
計劃等政策，吸引香港廣大優秀的創科研究人才落戶
天津，幫助他們搭建大展拳腳、尋夢追夢的平台，推
進香港人才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建言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