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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選委會證中央重視愛國愛港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為宣傳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

內容，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繼續在節目《選委界

別分組面面觀》訪問了全國青

聯副主席霍啟剛及香港科技園

公司董事會主席、香港工業總

會理事會副主席查毅超，介紹

選舉委員會的重新構建與組

成。林鄭月娥強調，選委會的

構建是完善選舉制度的最重要

元素，除了讓選委會更有廣泛

性，亦體現了中央對愛國愛港

人士的重視。

林鄭月娥昨日在節目中表示，完善選
舉制度將選委會由1,200人、分4大

界別，增至1,500人、分5大界別，而新增
的第5界別，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佔190席；由港區
全國婦聯代表、港區全國工商聯執委、港
區全國僑聯委員、港區全國青聯委員及港
區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選舉產生的有關全
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佔110
席，體現了中央對多年來一直愛國愛港人
士的重視。
就全國青聯港區委員將負責選出有關的

選委會議席，霍啟剛認為，是次選舉安
排，反映了中央對全國青聯港區委員多年

來工作的認同。事實上，內地優秀人才輩
出，全國青聯副主席僅18個席位，但就挑
選香港青年擔任其中兩席，而香港委員在
全國青聯或政協的佔比亦很大，反映中央
很重視香港未來年輕人的發展。

霍啟剛：中央重視港青發展
他介紹，港區全國青聯委員在上世紀90

年代已開始為準備回歸、人心回歸去做工
作，並在1992年成立香港青年聯會，在港
運作至今已經幾十年，成員來自各行各業，
包括傳媒、律師、運動員等，陣容鼎盛，共
101名委員，猶如愛國愛港的年輕新力量。
霍啟剛指出，「一國兩制」優勢讓香港

人在大灣區各內地城市有學業、醫療、稅
務等多方面國民待遇，香港青年應多了解
國家，才能發揮競爭力，把握大灣區機
遇，期望全國青聯的香港委員可藉是次機
會充當香港普羅青年與選委會、立法會候
選人各特區政府溝通的橋樑，反映意見，
並深信完善選舉制度將助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經修訂後的基本法附件一，選委會的工

業界議席似乎有所減少。林鄭月娥在訪問
查毅超時表示，由於新增了中小企業界，
故原設18席的工業界（第一）等界別，將
各減少1席，改為設17席。不過，工業界
在香港的經濟板塊中非常重要，故重新構

建的選委會工業界別分組，除了原有的工
業界（第一）及工業界（第二）界別，還
額外增加了科技創新界。

查毅超：香港工業絕未死
針對有人形容「香港工業已死」，查毅
超強調絕非如此。他表示，香港工總在
2015年與香港大學教授王于漸進行的一個
研究顯示，在90%的服務指數中，就有
46%與工業有關。近年，特區政府對科創
業界的資助亦大增，縱使香港接連經歷社
會事件和疫情，落戶科學園的科技公司總
數同期間已經從3年前的700多間，增至
目前的逾1,000間。

特首訪問霍啟剛查毅超 強調新選委會更有廣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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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昨日在與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
盟發起人會面期間，感謝院士聯盟為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出力，以科技建設
力量助力香港重回正軌重拾動力。
薛永恒昨日表示，院士聯盟任重道
遠，以國家級科學家構建一個強大平
台，藉着自身在科研領域及香港國際
化的優勢，促進跨學科交流合作，同
時推動科技教育和科學普及活動，支
撐粵港澳創科協同發展，大大有利於
香港以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的工作，貢獻國家科技發展。

在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
局，以及《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支持
下，香港會全力參與和配合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與大
灣區內地城市和澳門優勢互補，充分
發揮粵港澳科技研發及產業創新的優
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
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薛永恒期望能透過院士聯盟的力

量，凝聚頂尖科研人才，為香港以至
大灣區科技發展提供真知灼見，為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出謀獻策。
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面，新增

的科技創新界中有15個席位在中國
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協商
提名產生，提名表格由院士聯盟提
交。薛永恒感謝院士聯盟為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出力，以科技建設力量
助力香港重回正軌重拾動力。
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

和副局長鍾偉强亦出席了會面。
院士聯盟共同發起人由6位在港

兩院院士擔任，分別是葉玉如教授
（召集人）、陳清泉教授、滕錦光
教授、任詠華教授、黃乃正教授和
李焯芬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前日出
席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座談會，
就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安
排向潮總仝人解說，並聽取意
見和感想。他期望廣大潮籍鄉
親在香港新的選舉制度中繼續
發揚努力拚搏的精神，共同為
香港融入大灣區和國家「十四
五」規劃出力。
徐英偉表示，特區政府一直以

來十分重視愛國愛港社團在香港
發揮的作用和作出的貢獻，無論

是像潮屬總會這樣的愛國愛港社
團，還是包括潮籍人士在內的廣
大社會精英，都是推動香港發展
的動力。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
度，可以為廣大市民提供發揮更
積極的議政參政平台，體現均衡
參與和廣泛代表性。
徐英偉肯定潮總過往對香港作

出了大量有益有意義的工作，認
為潮總對香港的貢獻得到了特區
政府和廣大市民的讚賞，並期望
廣大潮籍鄉親繼續秉持愛國愛港
愛鄉的傳統，在香港新的選舉制

度中繼續發揚努力拚搏的精神，
共同為香港融入大灣區和國家
「十四五」規劃出力，為國家、
為香港作出更大貢獻。
潮總主席陳振彬、監事會主席

林建岳，及蔡衍濤、馬介璋、許
學之、陳幼南、馬介欽、胡定旭
等首長出席座談。陳振彬表示，
潮總是一個愛國愛港愛鄉的代表
性團體，潮總的存在，是香港的
歷史特色，潮人全力支持中央和
特區政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
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徐英偉勉潮籍鄉親獻力「十四五」薛永恒感謝灣區院士聯盟助港回正軌

●林鄭月娥昨
日分別訪問了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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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視頻截圖

●徐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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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選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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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11 時 23 分，中國空間
站天和核心艙在海南文昌發射場成
功發射。中國空間站建造全面開
啟，載人航天工程再邁出歷史性一
步，港人與全國人民一道，為國家
航天成就和國家強大科技實力而激
動、自豪。香港已多次參與國家航
天計劃，證明香港具備參與太空探
索的科研實力；面對國家發展尖端
科技的無限前景，香港更要有雄心
壯志積極參與國家重大科研活動和
重大科技進步計劃，政府要採激勵
政策，推動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再邁
大步。

太空建站，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
航天大國，都是歷史性的一步，是
國家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標
誌。此次發射的中國空間站核心
艙，是個 20 噸級的龐然大物，長
度比五層樓房還要高，直徑比火車
和地鐵的車廂還要寬不少，體積比
國際空間站的任何一個艙位都大，
不講國家建造空間站的實力，單講
國家能將如此龐然大物成功發射，
就證明承擔發射任務的長征五號B
運載火箭是世界最尖端的運載火
箭。中國空間站核心艙發射成功，
激發出港人無比的民族自豪感，深
為國家科技實力而驕傲。

目前在軌的國際空間站由美俄等
16 國聯合經 12 年建造完成。中國
空間站由一個核心艙和兩個實驗艙

組成，在總體規模上不及國際空間
站，但中國空間站是我國獨立自主
建造運營，實現了產品全部國產
化，關鍵核心元器件 100%自主可
控。中國空間站任務分為關鍵技術
驗證、組裝建造和運營三個階段，
目前正處於關鍵技術驗證階段。國
家空間站建造工程的全面開啟，將
從國家全產業鏈角度，極大地引領
和帶動包括空間科學、生命科學等
多種前沿學科和原材料、元器件、
智能製造等多領域先進技術發展。
這樣龐大的科學技術空間，將帶來
香港參與國家太空計劃的更多機
遇，亦是對香港發展太空相關產
業、實施香港高端製造復興的極好
良機。

香港憑強大科研實力，已多次參
與國家重大航天行動。香港理工大
學容啓亮教授及團隊開發的「相機
指向系統」，2013 年在「嫦娥三
號」升空時首次獲國家採用，在
2019年「嫦娥四號」的月背探測任
務中圓滿完成探月勘測任務，「火
星相機」更成為2020年7月23日成
功發射的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天問
一號」的關鍵設備。「一國兩制」下
香港科技界獲益良多，目前國家大力
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本
港科研機構應更多參與國家重大科研
項目和科技行動，在貢獻國家中擴大
香港科技的國際影響。

國家航天成就激發港人自豪和參與
本港昨日起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防疫限制，

食肆和六類處所各有不同程度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實行過程基本順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包括處所難
以識別針卡是否展示者本人等缺陷。面對控疫大局，
政府一方面要以更有效的科技手段彌補不足，盡快將
措施做到嚴密和便利；另一方面要把鼓勵接種疫苗的
解說工作做得更有針對性，努力促成本港盡快做到群
體免疫。

政府的「疫苗氣泡」措施，大原則是將接種疫苗和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聯繫起來，將控疫工作做得更有針
對性，也能增加市民接種疫苗的誘因，措施的方向正
確，值得支持。

在實際操作層面，既然措施是為已接種疫苗者提供
便利，食肆等處所就必須甄別哪些顧客已接種疫苗。
雖然特區政府向商戶提供了掃描顧客針卡二維碼的流
動應用程式，但由於商戶不能查核顧客的身份，變相
未能杜絕市民借用他人針卡的情況。而商戶掃描二維
碼之後，並不能看到二維碼持有人的姓名和身份證號
碼，甚至連性別都看不到。極端情況下，其實大家都
用同一個針卡二維碼，一樣可以矇過商戶的查核。雖
然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提醒市民不應借用他人的針卡，
但這種說法明顯有着「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感覺，如
果有人要鑽漏洞，現行的措施根本奈何不了。法律
上，借用他人針卡有機會觸犯使用虛假文書等罪行，
但就像現在的「填紙仔」漏洞一樣，每天這麼多人進
出各類處所，根本無法有效執法。

其實善用科技，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內地的
「 健 康 碼 」 、 以 色 列 的 「 綠 色 通 行 證 」 （Green
Pass），都是善用科技手段做到防疫、解封兩不誤的成
功例子。首先，「健康碼」做到了個人身份、手機、
動態二維碼的一一對應，民眾每次打開「健康碼」，
會顯示出一個動態二維碼，類似支付二維碼一樣，幾

分鐘就會過期。但香港的針卡二維碼是靜態二維碼，
持有者可以將圖片發送給其他人使用。但動態二維碼
就杜絕了這種借用的行為，除非把手機借給別人用。
其次，本港市民進入特定處所時，本身已經要掃描
「安心出行」，只要「安心出行」能夠與使用者的身
份一一對應，其實完全可以將「電子針卡」和「安心
出行」合二為一，讓市民在掃描「安心出行」的同
時，用不同顏色展示疫苗接種記錄，例如綠色表示已
接種兩針、黃色表示接種了一針、紅色表示未接種等
等，商戶只要看市民手機屏幕的顏色就可以安排他們
入座不同的區域，根本不用現在這麼麻煩。

本港的「疫苗氣泡」措施有兩大硬傷。第一是技術
手段太落後，用一張靜態的二維碼圖片來辨識完全不
能防止借用的發生；第二是為了規避私隱問題，始終
不敢將系統與個人身份一一對應，現在的「安心出
行」本身就沒有任何電話、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料在
內，因此也無法將「電子針卡」與之合二為一。相
反，無論是內地的「健康碼」還是以色列的「綠色通
行證」，都要做到與個人身份一一對應。進一步而
言，將來相關信息要用於跨境出行等領域，更必須綁
定個人身份才有意義。可以說，特區政府在利用科技
防控疫情的問題上，的確給人因噎廢食而自廢武功的
感覺。

至於「電子針卡」未涵蓋內地及境外接種記錄、無
法識別康復者等問題，雖屬個別情況，但也要設法完
善，提升措施的便利性。

基本面上，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是本港現階段防
控疫情的頭等工作，也是「疫苗氣泡」的政策的基
礎，政府要將疫苗接種的宣傳教育工作持續深化，不
能滿足於簡單的宣講、呼籲，而需要更多地發動基層
公務員和社會服務人員，了解未接種者的顧慮，提供
適切支援，盡最大努力提升接種率。

善用科技手段令「疫苗氣泡」更嚴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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