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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施政報告內容全面扎實，在中央的
全力支持下，朝着「正本清源」和「重新
出發」方向，推出多項惠港政策。特首亦
指出，施政報告的目的是令香港早日走出
困局、令市民恢復信心。我認為，信心是
來自中央的堅定支持、特區政府的決心魄
力。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回復穩
定。針對香港各項「痛症」，特區政府要
馬上起步，解決積累已久的深層次問題。

大灣區做大個餅港人分享成果
施政報告展示了清晰明確的經濟發展路

向，是工商界期望看到的。大灣區發展是
一大亮點，政策瞄準香港所長的金融、航
運、創科等，包括落實在大灣區的「跨境
理財通」、容許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推
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資助青年到大灣
區創業就業。大灣區的餅做大，港企和市
民可分享發展成果，達至整個區域共贏。
以紡織製衣業為例，香港紡織及成衣研

發中心亦有很多優異的研發成果，有待量
產化及推廣應用，深圳、東莞則有完整供
應鏈可作量產，再推廣至大灣區，乃至全
國市場。至於創新產品要融資或「走出
去」國際市場，香港是最理想的集資上市
地點，兼有豐富的國際貿易經驗，屆時可
以大派用場。
其實，香港製造業仍然是舉足輕重，只

是角色有所轉變。我期望特區政府日後加
強對香港製造業、紡織製衣界的支援，整
合資源，制訂長遠、五年以至十年的行業
發展藍圖，助業界開拓新產品和新技術，
創出新的經營模式。
同時，中國是疫後唯一實現經濟正增

長的經濟體，國內大循環是發展的快速

列車，香港人一定要搭
上。然而，港商過往出口
歐美市場為主，並不熟悉
內地市場。筆者多次向特
區政府建議，電商平台對
內銷市場發揮重要作用，
有必要更好支援港商在平台「上線」，
並得到施政報告的正面回應，包括擴大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資助範圍，
以及香港貿發局與廣東省及有關商會合
作，協助港商拓展內銷管道和對接電商
平台。

加大支援港商融入國內大循環
從宏觀的角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RCEP)近日正式簽署，令全球約
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量形成一體化大市場，
亞洲將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筆者
早在2018年，多次向國家和特區政府提
出，香港應爭取加入RCEP。今次特首提
出積極爭取成為第一批加入RCEP的經濟
體，是一大喜訊。筆者亦期望特區政府搶
先以RCEP角度規劃經濟，為本港開拓新
的商機。
最後亦是最重要，筆者認同特區政府以

「清零」為目標，應對第四波疫情。這是
工商界的心聲，亦是數以十萬計兩地家庭
的福祉所在。早日令香港疫情可控，促成
「健康碼」互認，逐步有序恢復粵港人員
往來，協助香港經濟恢復動力。

今年施政報告是香港重回正軌的第一
步，市民不但希望特首做多一點，還希望
特區政府企得更出、望得更遠，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長遠鞏固香港的競爭優
勢，並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陳亨利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就香港社會重回正軌、加快與內地融
合、促進轉型再出發提出200多項新措
施。施政報告的出爐和落實，離不開中央
政府一以貫之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全港市
民團結支持特區政府以新思維突破施政困
局，才能將政策落到實處。工商聯堅定支
持特區政府在政治層面撥亂反正，以一切
所需措施嚴控疫情，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參與國家的「十四五」規劃、「雙循
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領香港重建
新秩序、開創新局面。
香港近年深陷政治漩渦，尤其是去年的

反修例風波衍生連串黑暴活動，歸根到底
是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憲制上出現偏
差，因此施政報告以相當篇幅論述「一國
兩制」和香港國安法，重申中央對港權
力、強調特區奉行行政長官為核心、完善
公職人員宣誓制度，這是對香港回歸以來
遇到的種種困難的深刻反思和總結，為香
港正本清源、重新出發釐清最根本的問
題。自香港國安法月前正式實施以來，香
港社會的動盪已逐漸平息，足見回歸「一
國兩制」初心是香港的定海神針，工商聯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撥亂反正，守護國家安
全。
眼前，防疫抗疫是本港的頭等大事，香

港一日不恢復與內地的正常通關，經濟都
難以全面復甦。因此施政報告明確提出要
「力爭清零」，要採取一切「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
情，以回應中央對特區政
府防疫工作的要求，這實
在是香港最緊迫、最重要
的工作。祖國內地對疫情
的防控工作取得舉世公認
的成功，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防疫抗疫工
作，特首已經預告中央支持香港獲得新冠
疫苗供應，對香港戰勝疫情打下強心針。
特區政府只要排除干擾，以徹底措施杜絕
病毒輸入，重推大範圍的普及檢測，香港
一定可以達成防疫「清零」目標，有序恢
復與內地的人員往來。
本港工商界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亟

需政府支援才能走過困境。施政報告提
出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資助
範圍，支持本地品牌開拓內地及東盟市
場，增設「中小企資援組」協助中小企
了解及申請政府資助等，對商界是積極
和適切的援助。工商聯樂見特區積極爭
取加入RCEP「協定」，期待政府部門能
急商界所急，一方面以短期援助措施幫
助企業渡過疫情難關，另一方面能爭取
便利香港企業融入國家「內循環」和促
進「外循環」的措施，為企業營商提供
更廣闊的空間。

全港商界和廣大市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管治團隊不忘「一國兩制」的初心，保持
對香港的信心，嚴控疫情，重振經濟，重
整社會秩序，讓香港重新再出發。

盧錦欽博士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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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新一
份施政報告有很多新

的亮點，如40次提到中央政府，首
次用相當篇幅闡述特區政府堅持「一
國兩制」、砥礪前行的決心和信心，
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提到準
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始終聚
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諧
穩定的社會環境，又強調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人大
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對基
本法實施具有監督權等香港憲制秩
序。施政報告在政制、抗疫、土地、
房屋、青年就業、教育、民生及大灣
區發展等範疇提出新措施，長中短期
並舉，可信可行，為此，我們對特區
的管治及重新出發充滿信心，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

目標清零要下大決心控制疫情
這次施政報告押後發表，是因為特

首與中央部委溝通後，得到更大支
持。中央表示，將全力支持有利於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增進香

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於促進內地與
香港融合發展的事情，並提出了7個
方面的支持措施。在目前當務之急的
疫情控制方面，中央支持並要求香港
特區政府採取一切「外防輸入、內防
反彈」的必要措施，在香港疫情可控
的情況下，通過「健康碼」互認，逐
步有序恢復粵港人員往來。中央的這
一支持措施是有前提的，即香港控制
了疫情才能互認「健康碼」，正常通
關。目前，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特
區政府要下大決心，採取強硬措施，
強制檢疫，嚴格隔離，以達到控制疫
情的清零目標。否則，只能望洋興
嘆，錯失疫控良機，貽誤經濟復甦。

強化「造血」功能助基層走出困局
特首說目前首要目的是令香港走出

困局市民恢復信心。我們長期關注社
會基層，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經歷修
例風波、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社
會經濟動盪，一些大小企倒閉，不少
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失業，手停口
停。所以，盼望特區政府來年的施政
把民生擺在重要位置。

民生無小事，政府投入的資源對紓
解民困起了一定作用。香港貧窮人口
（月入低於全港中位數一半）達140
萬，要解決深層次社會矛盾，從根本
上消滅貧困，不僅要依靠補貼，更要
強化「造血」功能，從制度上改善收
入分配及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
時，創造就業和青年人上流機會。紓
解民困，貴在精準。政府補貼市民，
公共財政支出一下子會大增，要應使
得使，用在刀刃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首宣讀施政報
告前夕，隨着貴州和甘肅這兩個仍有
貧困縣的省份在11月23日宣布脫
貧，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
經實現。在2020年決戰脫貧攻堅之
年，港人主動參與到了國家三年脫貧
攻堅之中，見證了國家偉大艱巨的戰
役，是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表現家
國情懷的實踐。

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市民才能安
居樂業。這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民生大
事。香港國安法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
著效果，相信隨着香港環境的進一步穩
定，香港會走過逆境，再現輝煌。

落實施政報告 精準紓解民困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11月19日晚，來自上海的一對夫
婦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上海市
啟動了一系列公共衞生措施，在48
小時內，到21日晚上8點，隔離了
86個密切接觸者，他們的檢測結果為
陰性。在8,120個接觸者中，共收集
了7,921個樣本，完成了4,468個檢
測。同時收集了環境樣本，包括食物
和環境，在336個樣本中，從他們家
中收集的4個樣本被發現結果呈陽
性。他們的工作地點：機場貨運區，
浦東醫院和女兒的學校因消毒而關
閉。
香港已進入第四波疫情，其中很大

部分來自跳舞群組。我們仍在努力對這
些高風險人群進行密切接觸者追蹤和強
制性測試。在第一個病例出現後近兩星
期，我們還未能完成接觸者追蹤，跟進
測試，隔離和環境採樣。為什麼？

1、衞生防護中心（CHP）的人員
不足。他們沒有全天候24/7工作，不
能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傳播前48小時
內提供要檢測的名單。
2、確診病例的處所不會列出客戶

或學生的名單，以避免喪失商譽和生
意。因此，香港政府應該加強599條
例，以處罰那些隱瞞信息的人，並允
許政府人員檢查病人手提電話中14
天內到過的地方。
3、現在「安心出行」App是沒有

用的，除非在所有地方都設置了QR
碼、所有入口處都必須張貼帶有特定
徽標/吉祥物的招貼畫。而穿吉祥物衣
服的人員應該在每座建築物內外周圍
走動，以邀請和幫助市民使用它。

4、第四波是由南亞的輸入病例而
廣泛傳播。在疫情爆發10個月後，
我們仍沒有百分百實施專門的檢測，
監控，運輸和酒店來完善「閉環管
理」，「定點隔離，專人專車」，無
一例外。香港必須將隔離用酒店與一
般旅客使用的分隔開。衞生署應接管
這些酒店的公共衞生管理，以教育和
監督員工。
5、香港對超級傳播事件反應太慢

（如酒吧歌手，「宅渡假」人士和跳
舞群組）。在私人場所中（包括家
裡）還有更多的私人聚會，「限聚
令」應一視同仁，不論公私，用同等
人數限制規管。英國強制性規定人數
也包括私人地方，美國亦強烈建議不
要舉行感恩節晚餐聚會。

6、在香港RT-PCR測試太慢且太
不方便。我們必須在衞生署轄下的18
區中，每個區都設有一個正式的收集
中心，以確保他們在疫情爆發時立即
服務接觸者，並確保目標高風險人群
（出租車司機、市場攤販、老人院工
作人員等）在他們選擇方便的位置給
予優先檢測，因為他們應至少每周檢
測一次。外包實驗室服務不能包括公
共衞生服務。
7、國家已將急凍食品的冷鏈確定

為輸入病毒的高風險渠道。在美國，
疫情早期已有很多肉類處理工廠大爆
發。香港為何不採取任何措施進行核
實並採取必要措施？
8、眾所周知，腸道會被感染並且

是病毒排泄的途徑。雖然我們教大家
在沖水之前蓋好馬桶，但我們並未強

調「廁所衞生」。即使人們在沖廁前
覆蓋，產生的氣溶膠也可能從側面溢
出並最終掉落在枱面、牆壁和把手上
等位置。每位使用者使用完後是否應
清洗？與共用更衣室和廁所相關的爆
發次數是多少？

9、我們的福爾摩斯在哪裏？對於
每一件個案，公共衞生偵探應該是第
一個在「犯罪現場」取樣並診斷傳播
途徑的人與物。衞生防護中心沒有提
供此類報告。所以我們沒有從過去的
錯誤中學習。
10、在廣州的一家餐館，他們發現

一名感染者在3張相鄰桌子的顧客中
傳播病毒是由於通風不足造成的。香
港大學的李玉國教授建議使用二氧化
碳檢查來監測通風是否足夠。這是一
種客觀科學的評估每個房間安全性或
風險水平的方法。每個餐廳或公共場
所的人數應基於同一的數字。若每人
10平方英尺，每個人之間的平均距離
應約為一米。如果在除下口罩時，他
們都面向同一個方向，則風險會進一
步降低。二氧化碳水平將是降低風險
的因素。
11、在上海，有110多家醫療衞生

機構組成新媒體矩陣。38家市級醫院
推出1,200多個科普欄目，向2,400
多萬市民推送健康科普短信。在充斥
着錯誤信息的香港，我們應該使用專
業的營銷團隊，不僅要通過不同的社
區和媒體進行教育，宣傳和糾正誤
解，而且要帶頭開展至關重要的活
動。「安心出行」App的標誌/吉祥物
應該是最緊急的。

香港「短板」如何補？
黃譚智媛 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 前世界銀行公共衞生專家 前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新施政報告的三點感慨和八大亮點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令我有三

點感慨：一、這是一份在中央支持下撥亂反正、國

安法令香港社會秩序終現平靜形勢下寫就的施政報

告。二、這是一份香港開始重歸行政主導，特首與

問責團隊、公務員隊伍凝心聚力謀發展，展現新擔

當的施政報告。三、這是一份在疫情以及國際形勢

嚴峻挑戰下，冷靜思考，既着眼長遠可持續發展，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又關顧眼前百姓

最關注、最緊急問題迎難而上，展現香港再出發生

機的施政報告。

蔡冠深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席

此外，這次施政報告本身和宣讀過程，還體現出
八大亮點。過去幾年，無論行政長官到立法會發表
施政報告還是接受質詢，每次都是秩序混亂，甚至
有議員用物品擲向特首。去年更因為攬炒派的阻
撓，行政長官不得不中途離場，改以視頻方式發表
施政報告。但今年是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決定後首次發
表的施政報告，立法會內為反而反的所謂反對派議
員自行清零，秩序井然，展現出立法機構內的民主
走向健康文明、正常行使監督政府施政權力、反映
民意、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喜人現象。

管治團隊展現新思維新擔當
其次是施政報告開宗明義地在3萬多字的報告

中，以首4,000多字專門談及政治議題，並引述國
家主席習近平有關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四
個始終」，即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
關係、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始終聚焦發展
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強
調要以此作為特區政府不忘初心、完善「一國兩
制」實施的行動指引。報告還透露將在今年內提
交草案，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和《立法會條

例》等本地法例，以規範公職人員、特區治理團隊
包括公務員的政治職責，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

第三點是香港特區政府借鏡內地省市，在用足用
好中央給予政策和支持方面做文章，反映出香港公
務員能力的提升。這次施政報告發表前，特首專程
到北京與中央政府及相關部委討論中央支持香港的
措施，其間獲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再度保證：凡是有
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能夠增進香港的百姓
福祉，以及促進香港能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等
的事情，中央政府都會全力支持。由此，我們看到
施政報告的200項新措施，涵蓋了抗疫、創科、金
融、跨境基建、青年發展等方方面面，很多都得力
於中央的真切關懷和支持。
第四點是香港管治團隊進一步摒棄對「小政

府」教條的迷思，展現新思維和新擔當。例如報
告表明政府已覓得330公頃用地，可滿足未來10
年興建公營房屋需求，初步解決了「有得住」的
問題，但又同時啟動「明日大嶼」規劃，明顯是
為了解決「住得好」的需求。撤銷工商舖雙倍印
花稅以幫助商舖買賣流轉，為輪候公屋3年或以
上的基層家庭，變相提供租金津貼；資助非政府
機構租用一些酒店和賓館單位，作為過渡房屋

等，都是應有的承擔。至於香港與深圳實施「一
區兩園」，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尤其
在河套區首批樓宇落成前，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
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的部分地方，讓科企
率先落戶開展大灣區業務的想法，突破了特區過
往「以深圳河為界」的狹隘思考模式，展現出突
破性思維，值得高度肯定。

第五點是直面防疫抗疫這一本港的當務之急，明
確提出要「力爭清零」，表明將採取一切措施嚴控
疫情。雖說有些遲緩，但也是回應了中央以及市民
對特區政府當前工作的要求。施政報告並預告，中
央支持香港確保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供應，以及優化
社會保障安全網等，都是具有針對性的措施、切實
可行。

帶港走出困局拓展核心競爭力
第六點是在融入大灣區方面着墨甚多。事實上這

也是香港這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小型經濟體重振昔日
輝煌的關鍵。這包括了深化兩地金融互聯互通、入
股珠海機場以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推出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為港商拓展內銷市場、支持香
港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港車北

上」以及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等方略。
第七點我覺得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推出不少

長短結合的規劃來帶領香港走出困局，拓展核心競
爭力。這包括了金融業的進一步南北融通；灣仔區
政府大樓搬遷，以發展亞洲最先進的會展業硬件；
在國家科技部支持下，特區政府跨部門協作，投資
千億元以落實八大創科政策方向。以及令人眼前一
亮的「躍動港島南」計劃，包括制訂海洋公園的重
生方案，將珍寶海鮮舫交予海洋公園活化協同發
展，開拓海上旅遊路線等，不但可以將港島南的產
業質素和城市風貌全面提升，更有可能成為把香港
打造成「南中國海的馬爾代夫」計劃的第一步，進
而開發出旅遊醫療保健療養等一系列大健康產業，
成為香港經濟的又一新亮點。
第八點是對青少年教育的挽救的重視，包括對通

識教育異化現象的反思和糾正，以及施政報告中表
示，對於18歲以下有悔意而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
人士，警方願意視乎情況考慮採取讓其可改過自新
的措施，例如以警司警誡或簽保守行為來處理。都
有利於維護青少年免再受「港獨」或其他「違法達
義」之類思想的侵害，同時給予他們自新之路，
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