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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

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將於下周

二赴京，首三日將與中央商討早

前提出的惠港措施，隨後將赴廣

州和深圳與當地領導商討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和港深合作事宜。她

表示，施政報告將維持在11月

底發表。

特首下周二上京商惠港措施
後赴穗深談灣區合作 施政報告維持11月底發表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早前向中
央提出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發

展的措施，希望能夠盡早使香港經濟恢
復動力，中央回應非常正面，希望與她
探討這些措施的可行性，所以安排她訪
京一天，但因為內容比較豐富，隨後獲
安排三天行程。

五局長隨行 與部委協調會議
她透露，將於下周二完成早上的行政
會議後出發，由於現時仍需防控疫情，或
要先到深圳進行檢測或住上一晚，第二天
才出發前往北京。此外，亦會有5名局長
隨團出發，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
正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薛永恒、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特首

辦主任陳國基亦會同行。
林鄭月娥表示，在北京的三天會獲安

排出席與國務院港澳辦及相關部委的協
調會議，全面整體地回應香港特區政府
提出的措施，亦會拜會幾個與特區政府
提出政策措施相關的部委。完成北京行
程後，代表團會轉往廣州和深圳，與廣
東省和深圳市的領導繼續商討。前者有
關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後者則有
關港深合作。
被問到原訂於10月下旬出發，為何

會延後赴京，林鄭月娥表示，五中全會
前日開始舉行，因此不會在五中全會期
間訪京，再加上行程由一日延長至三
天，故延至下月初赴京較為合適。
她並強調，早前決定押後至11月底

發表施政報告，是因為希望在赴京後跟
進有關支持香港的措施，推遲赴京對今
年施政報告的發表沒有影響，仍會按原
計劃在下月底發表。

無意討論內地港人投票安排

至於社會關注的內地港人境外投票問
題，林鄭月娥表示，是次赴京的目的是
向中央爭取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令香
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大局，
尚無計劃討論其他問題，包括大灣區港
人投票安排。她指出，境外投票並非全
新事物，該議題社會上和立法會也有許
多討論，疫情下內地港人投票有困難，
公眾意見對此亦非常清晰，但政府在處
理跨境問題上需要凝聚共識，未來有進
展會再向公眾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否認特區政府
計劃延遲或擱置放寬長者兩元乘車優惠
至60歲的政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亦強調，不存在撤回或擱置該計劃，
只因有關研究正在進行，目前難以敲定
具體時間表。民建聯及經民聯昨日分別
赴政總請願，認為兩元乘車優惠政策涉
及人數少、財政金額小，呼籲特區政府
盡快推行政策，增加長者福利，釋放其
消費能力。

林鄭：無撤回或擱置計劃
林鄭月娥表示，兩元乘車優惠自推出
以後廣受65歲及以上市民歡迎，是一
項德政，因此今年年初也希望更多人能
受惠，宣布會將合資格年齡降低到60
歲，惠及約59萬名60歲至64歲的市
民。她續說，現時一個很大型的顧問團
正對該計劃進行全面檢討，例如審視計
劃有無漏洞或被濫用、有無可改善的地
方、其他交通工具是否可以加入該兩元
乘車優惠等。

她重申，相關工作完全沒有停頓，更
不存在撤回這個公布了的政策目標，亦
不是擱置，但目前來說難以立刻敲定一
個具體時間表，因為有很多相當複雜的
問題要處理，特別是財政及濫用優惠的
問題。

勞福局：整體研究無停止
另外，民建聯昨日赴政總請願，要求

政府盡快推出該政策。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強調，政府承諾60歲以上人士兩元
乘車優惠已近一年，涉及人數只有幾十
萬，政府絕對有能力立即推行，而且兩
元乘車優惠也可以釋放銀齡一族的消費
能力，應該盡快推進。
經民聯昨日亦於政府總部外請願。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長者為香港作出
無數貢獻，一直向政府交稅，但退休政
策不如人意，對於不能享受諸多社會福
利的長者而言，兩元乘車優惠只是政府
對長者的少許心意，強調政府不能「走
數」。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接收請

願信時表示，局方並無停止該政策的
整體研究工作，例如以個人八達通證
明長者身份以防止濫用優惠，但仍要

研究其中的細節問題，包括需要申請
撥款來處理長者申請八達通所需的費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布，今年9月的總體出口貨值比去年9
月上升9.1%，而進口則上升3.4%。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表示，有關情況為疲
弱的經濟帶來提振作用，扭轉了過去多月的跌
勢，並指出有關情況主要是受輸往內地的出口
貨品明顯加快所帶動，「既說明了兩地經濟的
緊密關係，也提示我們積極參與國家的『內循
環』對港商是大有可為。」
對於或有人認為升幅主要是由於去年因社會
動盪而基數低，林鄭月娥指出，今年9月的出
口總貨值為3,793億港元，已超越去年6月前
的12個月的平均按月水平。
林鄭月娥並指，過去兩年，在中央的支持

下，港商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都
得到很好的參展機會，今年參加企業商業展的港
商更比去年多了20%，約240家。她表示，自己
雖然不能到場為參展港商打氣，但她會用好自己
下周赴京之行，爭取更多支持港商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
佳擬赴台投案，但台灣當局屢次找藉口拒絕向陳同佳批
出入台簽註，令陳同佳至今無法成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據了解陳同佳仍願意赴台投案，解決此事
只欠一個入台簽註。陳同佳獲得簽註後，特區政府願意
協助其他安排。
林鄭月娥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對於陳同佳投案的問題，

一般不願再詳談，因為會引起部分人的情緒波動，特別是
兩個受影響的家庭。她透露，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
鳴在過去一年都與她就陳同佳的事情保持聯絡。據了解，
陳同佳仍然是很願意去台灣自首投案，現在處理或是解決
這件事只欠一件東西，就是一個入台的簽註。
她表示，入台簽註的簽發權並不在特區政府，只要陳同

佳獲得入台簽註，「我相信這件事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民建聯經民聯籲放寬兩元乘車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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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陳同佳赴台僅欠簽註

■林鄭月娥於fb表示，有關情況為疲弱的經
濟帶來提振作用。fb配圖為林鄭去年參與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林鄭月娥fb截圖

■民建聯赴政總請願，要求政府盡快推出乘車優惠政策。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將於下周二赴京，首三天將與中央商討早前提出的惠港措施。圖為林鄭月娥去年3
月在京參觀「天寧1號」文化科技創新園。 資料圖片

中國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昨正式在港公
開招股，通過滬港兩地「A+H」上市，集資
至 少 344 億 美 元 ， 將 成 為 全 球 史 上 最 大
IPO。投資者認購熱烈，是看好中國前景，
對中國經濟活力和中國金融科技實力投下信
心一票。香港能接連參與阿里巴巴、螞蟻集
團、小米等超大招股集資，得益於港交所大
膽改革上市制度，擁抱創新科技革命。國家
「十四五」將大力推動創新發展，香港要把
握戰略機遇，以進一步大膽改革創新，做好
國家國際集資中心，穩固本港全球第一IPO
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螞蟻集團是中國最大移動支付平台支付寶
的母公司，截至今年6月30日的12個月內，
螞蟻集團國內總支付交易規模達118萬億元
人民幣，完成的國際總支付交易規模達6,220
億元人民幣，加上小額信貸、保險等業務旺
場，螞蟻集團的成長是中國內需經濟充滿活
力的證明，是中國金融科技迅猛發展的縮
影。螞蟻集團IPO獲市場熱烈反應，是投資
者為中國經濟活力和良好增長前景投下信任
一票。

完成螞蟻集團H股IPO後，港交所今年將
穩獲全球IPO集資額龍頭地位。港交所能有
此好成績，最大原因是港交所主動對接國家
發展大局，擁抱創新科技大潮，大膽推動上
市制度改革。2018年4月，港交所對以互聯
網為主的新經濟公司開放「同股不同權」，
對全球生物科技公司放開「收入限制」條
款，並為尋求在香港進行第二上市的大中華
地區公司和國際公司建立更便捷的上市途
徑。大膽改革保證了香港集資市場的吸引
力，港交所迎來內地科企小米、美團等來港

上市，並在 2019 年 11 月迎來當時全球最大
IPO阿里巴巴回港上市，引發在美上市中概
股回流香港趨勢，全球手遊巨頭網易、電商
巨頭京東等選擇在港進行二次上市。港交所
上市新規實施兩年，已有84家新經濟公司在
港上市、募資超 3,023 億港元，佔香港同期
IPO市場總融資額的一半多。

此次全球史上最大IPO繞開紐約交易所進
行，引發市場議論。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打
壓中國科企、刁難在美上市中概股等，必然
破壞美國 IPO 市場的吸引力，美國自斷財
路、自我隔絕於世界經濟主流之外，只會造
成美國IPO市場吸引力的日益衰落。不過，
此次IPO亦為多家美資投行如花旗集團、摩
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帶來豐厚手續費收
入，顯示中國金融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
大，與中國融合發展是美資企業的明智選
擇。

隨着「滬港通」、「深港通」、「債券
通」、大灣區「跨境理財通」等金融開放舉
措實施，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聯通更加緊
密，本港連接內地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角色更
加吃重，加上國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港深國際創科中心的部署，香港作為國家國
際集資中心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此次螞蟻
集團IPO，是10年來首次在上海和香港同步
進行的IPO，也是上海科創板迄今為止規模
最大的IPO，香港應看到，內地滬深科技板
塊發展速度迅猛，香港不進則退，目前全球
交易所皆在大膽創新，爭奪科企上市資源，
香港需把握國家「十四五」戰略機遇，以大
膽創新服務國家，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

大膽改革做好國家國際集資中心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多項新的防疫及通關措

施，包括下月起讓居內地的港人回港豁免14天
檢疫，設立四間長期運作的檢測中心，研究針
對特定人士強制檢測的法律基礎，等等。率先
讓居內地港人免強制檢疫回港，是依據疫情發
展作出的科學決定，是為兩地全面恢復正常通
關邁出的一小步，後續應盡快全面取消對內地
來港旅客的強制檢疫措施，進而建立動態風險
管理機制，爭取粵港澳三地政府有序全面放寬
通關安排，為本港民生復常、經濟復甦創造條
件。

本港與內地自2月8日以來一直未能正常通
關，隨着內地與本港疫情逐漸受控，市民有強
烈呼聲要求放寬通關安排。特別是內地，是全
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地區，除了山東青島、新
疆喀什等個別地方出現短暫的小規模爆發，內
地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持續多個月沒有新增的本
地個案，屬於極低風險地區。在這種情況下，
本港對內地來港人士免除14天強制檢疫，風險
極低。今次特區政府率先讓內地港人回港豁免
強制檢疫，是對疫情發展情況進行科學判斷
後，邁出的正確一小步，希望可以起到正面探
索示範作用，為下一步擴大豁免範圍，實現粵
港澳三地「健康碼」互通創造條件。

內地幅員廣闊，加上本港與內地人員往來需
求相當大，我們不應因為內地個別地方有零星
疫情而一刀切要求所有內地來港人士強制檢
疫，而應該科學地、有針對性地進行地區風險
動態管理，就不同省市建立不同的風險名單，
採取不同的檢疫措施。對於中高風險地區可以
強制檢疫甚或限制來港，同時盡快對低風險地
區推行「健康碼」免檢疫通關。只要政府衞生
部門能緊密監察疫情發展，及時動態調整風險

名單，就可以實現人員往來和防控疫情兩者的
平衡兼顧。

在局部放寬通關的同時，政府設立四間長期
運作的檢測中心和研究強制檢測，以及設立應
用程式方便市民追蹤行程，都是為加強常態性
防疫採取的積極舉措。汲取內地的成功防疫經
驗，「應檢盡檢」是控疫的不二法門。本港自
9月在中央支持下推行普及社區檢測之後，檢
測能力大大提升，設立長期的檢測中心，既方
便進行本地爆發群組的排查，亦為下一步推廣
「旅遊氣泡」和「健康碼」創造條件。新冠肺
炎作為一種傳播性很強的新型傳染病，政府亦
大條道理強制私家醫生通報懷疑個案並進行強
制檢測，期待政府盡快完成相關法律工作，修
補本地防控疫情的漏洞。

另一方面，設立追蹤行程的應用程式，除了
可以方便市民自願使用外，更應該在下一步配
合「健康碼」和「旅遊氣泡」，強制入境人士
下載使用。事實上，新加坡、日本等早前公布
了放寬商務旅客入境計劃的國家中，下載App
監察行程、提交行程表都已成為常規動作，政
府要求入境人士下載App追蹤行程，既可方便
一旦出現疫情時追蹤緊密接觸者，又可以限制
遊客到訪某些區域或處所，無形中可以提升各
地政府對恢復正常通關的信心，是善用新科技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的正確舉措。

本港經濟民生活動與內地密不可分，雙向通
關是讓市民生活回復正常、經濟回復生機的必
要條件，也是當下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沒有
雙向通關，旅遊業界類似國泰的大規模裁員行
動，恐怕陸續有來。政府應該一方面繼續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加大追蹤、檢測力度；另一方
面爭取早日實現「健康碼」通關。

做好動態風險管理 早日全面恢復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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