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 論壇文
匯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02020年年99月月1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9月1日（星期二）

2020年9月1日（星期二）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大
學
不
可
再
姑
息
違
法
犯
規
學
生

近日看到一段法庭新聞，有中大男生在網上認識一名14歲男童
後，約他到其住所進行肛交。這位學業成績優異的高材生，被慾念
蒙蔽心智，犯下令他一生蒙羞的變態罪行，本月出庭等候判決。也
在幾天前，有一名中大女生，因在去年11月11日與另外兩名學
生，將大量竹枝從高處拋下鐵路路軌，意圖癱瘓東鐵，結果因拒捕
與襲警罪成，被判入獄11個月。
去年6月至今一年多，大學發生許多事件，特別是去年11月中

大、理大被激進分子佔據多日、遭大肆破壞，似乎香港的大學教育
出了問題。雖然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形勢恢復平靜，大批年輕
人參與違法暴力行動的場面沒有再現，但作為中大校友，看了中大
學生會8月13日給今年入讀新同學的「家書」，感到大學校園仍瀰
漫歪風，擔憂去年的黑暴事件會重演，實在不吐不快。

這封所謂「家書」，大肆美化去年暴徒佔據中大的暴行，更指
「『暴大人』之名響遍香港」，呼籲新生「好好珍惜」。撰文的中
大學生會幹事，顛倒黑白，對違法行為歌功頌德，更迫不及待把極
端思想灌輸給新來的師弟師妹。
雖然很多報章評論都斥責這封所謂「家書」荒謬，但遺憾的是，

到今天為止，中大校方對此隻字不提，沒有任何回應。
這些年來，大家有否留意到，本港幾間大學的校長和教職員，面

對激進學生一律「忍忍忍」，弱勢到極點。可惜「百忍並未成
金」，反而縱容一群從小衣食無憂、在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港
孩」，仗着大學生的身份變成「小惡霸」。
去年修例風波中，陸續有大學生因參與暴動被捕，本港的大學從

來沒有教職員敢呼籲同學們不要以身試法，更不敢說要以紀律處分
犯下嚴重罪行的學生。
大家還記得去年10月10日，中大段校長與學生長達4小時的對

話嗎？段校長被學生用粗言侮辱，用鐳射筆照射，但段校長和在場
的教職員不敢斥責，事後也沒有發表任何譴責學生的言論。
筆者讀大學的年代，學生如被發現犯法被判罪，輕則被校方發信

訓斥，重則被開除學籍。當時的大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品學兼優的
尖子，平日對師長恭敬有加，極少像今天的師弟師妹，只要對校方
的某些政策稍有不滿，便對教職員叫囂謾罵。

如今的大學校園，學生被捧成「老闆」，學生犯錯，教職員鮮有
敢批評。中大少數學生竟然將「暴大」引以為傲，對修例風波中校
園遭到嚴重破壞，對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被癱瘓多日的惡行，全
無反省之意。這樣的年輕人，連最起碼的分辨善惡能力也失去，更
想把新生拖進犯罪泥沼，實在令人痛心。

作為中大校友，筆者懇請校方徹底改變對違法犯規學生的姑息政
策，趁新學年開展在即，講明大學不會容忍學生違法的規定。如果
有人不喜歡大學的校規，請其另投放任自由的大學。救救學生，大
學不要再培養目無法紀的惡棍！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在剛剛過去
的8月完成了第十三屆的換屆大

會，在全國15,000多位委員當中，港區委員的人數
多達94人，所佔人數遠超過香港佔全國的人口比
例，當中從專業界、商界、青年團體等不同界別中
都有代表參與其中，足以可見國家對於青年工作的
重視。筆者也十分榮幸能當選新一屆的委員，希望以青春之力報效
祖國。
在這一次的青聯工作報告中，首先讓筆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

「最根本的團結是思想上的認同，最持久的凝聚是真理上的感
召。」對於在香港從事教育和青年工作的筆者而言，別有一番體
會。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3個年頭，不少青年人都是回歸後出生的
一代，但是這些本來就在祖國關懷下成長的一代，卻有一部分人對
國家缺乏了解，更難以談得上有認同感。

有論者提出「上位論」，認為青年人覺得社會發展的空間和潛力
不足，因此導致對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但目睹過
去一年在香港所發生的黑暴事件，很多連中學還未畢業的青年人就
上街使用暴力抗爭，難道他們已經迫切面臨就業、置業壓力嗎？難
道他們關注的真的只是物質嗎？真的可以透過政府提供更多升學實
習渠道、提供更多興建房屋的用地就解決問題？當中的問題涉及多
個層面，重點在於香港不少青年對於西方價值觀奉為真理，與內地
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如何更好地推進內地與香港青年進行交流，

就是我們香港委員的首要任務。筆者覺得工作報告中提到一個線上
線下雙軌並進、融合互助的工作模式十分重要。影響青年人，首要
必須從學校中的國情教育開始，可考慮以當前生活中看得到的例
子、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等，作為生動有力的教材。同時也要
配合互聯網時代的潮流，在香港青年常用的平台上傳播一些他們聽
得進的宣傳思想產品，爭取網上的輿論引導。

香港的「二次回歸」應該是青年的人心回歸，只有網上網下構成一
個引領香港青年正確認識國家的同心圓，才能得到「最根本的團結」！

支持香港助力國家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
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美

國對中國的「極限施壓」不斷加碼。很多人為香港擔

憂，但香港非常有信心：第一，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

基本法規定的政治、法治與社會秩序開始歸位，香港已

重新出發；第二，中國一定會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新一輪改革開放

中，用好香港、做大開放文章，香港必為國家作出新的

更大貢獻。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中央10月將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
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研究制定「十四五」
（2021至2025年）規劃，國家在做好「十四五」
規劃頂層設計同時，亦廣泛問計於民。香港曾經為
國家40年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新一輪改革
開放中，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繼續強調支持香
港繁榮穩定，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
用好香港做大開放文章，讓香港為國家作出新的更
大貢獻。

用好香港做大國家開放文章
一、支持香港穩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

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習近平主席7月
28日在亞投行視頻會議開幕致辭中強調，中國始
終支持和踐行多邊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

加開放共贏的方向發展。這向世界傳遞出清晰信
號：中國將堅定不移繼續推進擴大市場開放。

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改革開放的港商，了解香港
對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貢獻，更加認同將香港納入
國家發展規劃的重大意義。「十二五」和「十三
五」規劃都強調了中央支持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提
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
能。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應明確支持香港穩固提
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壯大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
心、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內容。

二、國家堅定支持香港繁榮發展，香港也可以為
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發揮更大作用。螞蟻集團及京
東、網易等赴港上市，這將強化香港全球最大IPO
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地位；國家在粵港澳大灣
區推出「跨境理財通」，允許大灣區內地居民購買

港澳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國家在粵港澳大灣區開
展港澳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律師職業試
點……這些堅定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舉措，帶給香
港極大振奮和信心。祖國始終是香港繁榮穩定最為
堅強的後盾。

重視港青發展加強兩地交流
發揮好香港優勢，則國家高質量發展也將事半功

倍。國家可以考慮的支持香港的措施包括：支持香
港壯大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探索發展以人民
幣定價的金融產品市場，擴大香港人民幣存款在內
地放貸規模；促進香港與內地自貿區的深度合作，
破除美英在高新科技及敏感技術上對中國的圍堵；
加快香港法律、會計、測量、醫療等專業服務進入
內地市場等。

三、高度重視香港青年發展出路，支持香港留住
人才、吸納人才。青年問題已成為香港各界的共同
焦慮。英國的BNO護照安排、美國的所謂「安全港
計劃」，實質是對香港高層次人才尤其是對香港青
年人才的搶奪。

國家應高度重視香港青年發展問題，給予香港
更多支持：第一、支持香港留住國際人才和香港
人才，增強吸納科技創新國際人才的力度；第
二、支持更多香港大學生在內地、特別是在粵港
澳大灣區就業創業，內地知名高校對香港青年進
一步敞開大門；第三、支持內地學生到港上大
學、進修。目前內地每年大約有20萬人到國外留
學，西方圍堵中國之際，是香港吸納內地學生
到港讀書的雙贏機遇，這也有利於香港青年與
內地青年的交流。

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發言人前天相繼發
表談話，批評一些別有用心者污衊內地援港
抗疫舉措，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嚴正警告，
指出這種行徑罔顧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健
康，居心惡毒。「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些
別有用心者的卑劣行徑，只會更加暴露他們
的冷血和醜惡。

特首林鄭月娥也表示，某些人打着民主或
自由旗號不斷找藉口抹黑計劃，危言聳聽呼
籲市民杯葛檢測，令人氣憤。她形容有關人
士是「反中央、反政府的活躍分子」，即使
在公共衞生議題，亦不放過機會製造事端及
挑起矛盾。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有人發布普及
計劃的錯誤訊息，表示極度失望及遺憾，斥
有關行徑有違同心抗疫精神。

兩辦發言人談話有助市民明辨是非
一些別有用心者對內地援港抗疫舉措大加

污衊、抹黑。他們對內地支援隊的專家資
質、試劑品質、實驗室安全進行毫無根據的
詆毀；對全民檢測決定潑髒水，誣稱是「利
益輸送」、「黑箱作業」；公然違抗「限聚
令」，騷擾內地核酸檢測先遣隊成員；利用
把持的一些區議會阻撓檢測計劃的實施。他
們甚至編造和散布「基因送中」的謠言，意
圖製造社會恐慌情緒，重演「修例風波」中
謠言惑眾的醜陋一幕。
兩辦發言人揭露這些人的目的就是利用一

切機會打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威信，
損害中央政府的形象，挑撥離間香港民眾對
祖國的感情，充分暴露出他們反中亂港的政
治本性和陰暗扭曲的心理，他們的所作所為
已到了不擇手段、不講底線、不守法律的地
步。兩辦發言人的談話，有助廣大市民明辨
是非，不被蠱惑誤導。

普檢是切斷病毒傳播鏈最有效手段
根據內地和外國的抗疫經驗，大規模普及

檢測是切斷病毒傳播鏈最科學、最有效的手
段。世衞組織警告歐洲國家政府說，抗疫光
靠限制社會生活是不夠的，尤為重要的是找
到感染者並將他們隔離，為此歐洲應該像中
國、新加坡和韓國那樣進行大規模測試。
美國《紐約時報》分析，「積極地測試和

追蹤密切接觸者，這是中國政府成功控制疫
情策略的關鍵」。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關注到中國啟動了大規模新冠病毒檢測計
劃，認為此舉對中國民眾堅定信心、服務業
恢復乃至經濟復甦至關重要；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早些時候表示，新加坡需要「大幅度」
擴大對新冠肺炎的檢測，以便能夠迅速發現
任何新出現的病例；韓國與業界配合建立檢
測系統，創出每天完成逾三萬以上的檢測紀
錄，成功阻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紐約時
報》稱，韓國的防疫經驗主要有幾點：迅速
的行動、大規模檢測和接觸者追蹤，以及必

不可少的民眾支持。
根據內地和外國的抗疫經驗，近期由國家

衞健委組建的兩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共220多名隊員先後抵港。目前本港已有約
6,000名熱心醫護人員及相關專業的學生自
願報名協助採樣工作，還有超過4,000名現
職或退休公務員將為社區檢測中心提供支
援，令人敬佩。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團結
一心，群策群力，排除干擾和破壞，落實全
民普測，盡快戰勝疫情，恢復經濟社會發展
和改善民生。

市民心明眼亮謠言無法惑眾
內地援港抗疫免費為全港市民進行自願性

新冠病毒檢測，這本是為切斷病毒傳播鏈而
作出的舉措，但本港一些人甚至專業人士在
沒有任何證據下，散播不實言論，質疑內地
檢測和防疫成效，影響巿民對特區政府開展
普及社區檢測的信心。
攬炒派亂港心不死，慫恿市民杯葛計劃，

幸好市民心明眼亮，截至昨日下午2 時，已
累積逾52.6 萬名市民成功預約進行檢測，
最少10个採樣中心全部預約期已經爆滿。
參與普檢不僅是為了自己、為了家人，也是
作為一個市民應盡的公民責任。全港市民一
起檢測、同心抗疫，才能在疫情泥潭中拯救
香港。因此，期待各位市民為人為己，踴躍
參與檢測。

事出反常必有妖 污衊內地援港抗疫居心惡毒
黎子珍

在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的支
持下，特區政府今日開始展開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擴大檢測有利於發現潛
在的傳染源，協助找出隱形患者，進一步遏
止疫情，令巿民盡快恢復正常社交生活和經
濟活動，把香港社會的焦點重新回歸到經濟
民生上來。
推進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並不是香港所獨有

的，如內地武漢市今年5月31日即對6萬餘
人進行了核酸檢測，未發現無症狀感染者。
美國繼洛杉磯成為第一個提供新冠肺炎免費
檢測的大城市之後，各大城市也紛紛效仿。

此前，世界衞生組織應急行動司司長說
過，「疫情在中國得到有效遏制，中國抗疫
經驗值得借鑒。」中國經驗也正在幫助其他
國家和地區抗疫。近日香港疫情雖有緩和，
但尚未穩定，每日仍有一定的確診個案，且
源頭未明比例不低，顯示社區隱形傳播鏈存
在，在內地支持下開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協
助找出隱形患者，一定可以早日戰勝疫情。
特區政府為確保檢測計劃的順利實施，採

取了多項措施：第一在相對短時間內提供免
費檢測服務；第二保持社交距離原則，避免
人群聚集，做好排隊安排；第三必須便民；

第四盡量確保整個流程安全、有序，回收過
程全程會追蹤；第五保證資料安全，化驗室
完全不知樣本提供者的個人資料、身份。

抗疫要講究科學，抗疫應無關政治。與內
地無私支援抗疫形成對比，香港有一小撮
「唯恐天下不亂」的極端分子依然試圖把抗
疫與政治相綑綁，不斷妖魔化內地抗疫和特
區政府相關措施，置香港市民生命健康於不
顧，也不把香港社會早日恢復正常秩序當一
回事。推進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科學抗疫的
必經之路，市民大眾一定不要被極端分子所
矇騙。

做好社區普檢安排 確保檢測有序進行
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中
央
始
終
關
注
香
港
青
年
事
務

陳永良 律師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教聯會副主席
�:�

3�

在今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
中國的大公司實現了新的跨越。1990年的
《財富》世界500強公司中沒有一家來自中
國內地，而2020年，總部位於中國內地和
香港的世界500強公司總數已達124家，並
首次超過美國公司（121家）。加上台灣地
區企業，中國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大公司是全球商業體系的核心組織者。通

過大規模的整合和配置生產性資源，大公司
在全球技術進步、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過程
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也是各國積累自身技術
創新能力與組織能力的樞紐。

大公司助力國家產業升級
發展中國家需要大公司來拓展和積累自身

在研發、營銷等高附加值領域的能力以支撐
本國的產業發展與升級。然而，作為後發競
爭者，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常很難達到
必要的規模經濟來與扎根於高收入國家的大
型跨國公司比肩。
中國大公司的崛起實屬了不起的成就，它

代表着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與企業改革的重

大成果。目前，名列《財富》世界500強的
7大互聯網服務與零售公司中，3家來自美
國，而另外4家均為中國的創新型企業（京
東、阿里巴巴、騰訊和小米）。

中國國有企業部門的改革與重組產生了一
系列新型的大型企業集團公司，是《財富》
世界500強裏中國公司的主力軍之一。這些
大集團公司在中國的能源、交通運輸和基建
工程等領域持續發揮着支柱作用。

然而，儘管中國大公司在過去30年已經
實現了令人矚目的增長與跨越，但與總部設
在高收入國家的巨型跨國公司相比，在許多
方面仍有頗大的差距。就收入規模而言，雖
然名列《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公司在數
量上已超過美國，但其總營業收入僅佔世界
500強總收入的26%左右，而美國公司則佔
約30%。如果按照利潤進行比較，上榜的中
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的差距則會更大。

中國大公司研發投入有差距
在研發能力方面，中國的大公司多年來

不斷加大投入，研發支出已實現快速增

長，但目前與高收入國家的大公司相比依
然較為落後。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
《2019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全球
研發支出最高的2,500家大公司總計貢獻了
全球由企業資助的研發支出的90%。在這
些全球研發支出2,500強之中，中國公司已
達 507 家，佔上榜公司總研發支出的
12%，而美國公司有769家，佔總研發支
出的比例高達38%。
此外，雖然中國的大公司在「走出去」方

面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但總體而言營業收
入仍主要來自內地市場，業務國際化程度偏
低。與歐美跨國公司相比，中國大公司在海
外進行重大併購和投資布局的能力依然有待
增強。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數據，
2019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超過2
萬億美元，是1999年的78倍，位居全球前
三，但卻仍然不到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7.7萬億美元）的三分之一。
當前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大公司

在未來能否實現進一步的趕超必將對全球商
業體系的結構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大公司的趕超之路
黎晨 劍橋大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