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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地疫情整體情況雖算穩
定，但由於變種病毒入侵社區，疫
情的威脅仍然存在，而特區政府也
是謹慎處理。

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在抗疫之戰
上取得共識，在充分借鑒內地成功
防疫經驗的基礎上，最有效的措施
仍然是接種疫苗，這是幫助本地居
民回復正常工作生活，幫助本地經
濟重新恢復活力，尤其是在推動兩
地經濟聯繫互通上最根本的，也是
最有效的催化劑。在全球疫苗短缺
的情況下，香港具備充足的疫苗供
應，港人應積極投入接種疫苗，才
能在不遠的將來戰勝疫情，迎來經
濟的全面復甦。

根據有關數據顯示，本港今年
首季GDP同比漲7.8%，4月份的零
售業總銷貨價值也回升，按年升
約30%，理論上也預示本港經濟有
復甦跡象。但相關數據錄得升
幅，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去年基數
低所致，當前本港經濟的復甦基
礎，在全球疫情反覆下仍不算穩
固，加上本地經濟的活力仍需要
內地提供大環境，才能提供動
力。剛過去的「五一」長假就是
一個好例子，香港如不能獲得內
地經濟與市場的支持，那麽本地
經濟可說是寸步難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目前
仍有約40萬人強烈感到經濟正處
低潮，第一季本地失業率為6.8%，

就 業 不 足 率
3.8%，其中消費
及旅遊業的失業
率仍高達10.7%，
餐飲業失業率更
高達13.3%。這說
明了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市民，尤
其是在餐飲、零售、服務、旅遊
業等從業員處境並不樂觀；相比
之下，本地經濟復甦勢頭大部分
是因為金融業的支撐，而金融在
過去一年多以來，受到疫情的影
響較小而已。因此要改善基層市
民的就業情況，還是需要兩地通
關，北水南流。這又受到本地疫
情的限制，所以一切的發展，到
最後仍然要回到控制疫情上來。

當前香港可以採取的措施，可
參考內地在抗疫上的成功經驗，
推行染疫大廈的住戶居家隔離檢
疫，但此種做法需要相當的物
資、人力的支持。所以接種疫苗
還是最有效的防疫抗疫措施，保
障市民正常生活，保障兩地往來
通暢無礙，照顧到兩地居民健
康。因此當前港人不應再觀望，
要積極投入，善用本地疫苗資
源，為個人健康、為社會整體經
濟的復甦，選擇最正面的回應。
本港抗疫持久戰拉鋸，但勝利之
聲不遠，只要完成疫苗全民接
種，必能為本地經濟的復甦打下
關鍵的、也是必要的基礎。

「愛國者治港」效應顯著 乘勢而上破格發展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深入推進，本港各方面都出現

積極的變化，政府施政、立法會運作都出現多年來難得

的突破，不僅恢復法治穩定，政爭虛耗被摒棄，本港正

朝風清氣正、聚焦發展的正確方向進行，這是落實「愛

國者治港」的應有之義，符合中央和港人的共同期望。

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更要把握機遇，乘勢而上，再接再

厲，在解決土地房屋、拓展發展空間爭取更大突破，彰

顯「愛國者治港」保障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優

勢和效應。

蔡德河 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國安法有效落實，震懾了反中亂港的違
法暴力惡行；中央主導推進落實「愛國者治
港」，提振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撥
亂反正的信心和決心。近期特區政府在加強公
務員團隊效忠管理、規管教師正確引導學生遏
止「港獨」思潮散播、乃至決定購置奧運電視
轉播權讓市民免費收看等一系列措施，都顯示
政府施政更有擔當、敢作為；立法會在審議法
案和撥款，一方面實事求是地審核把關，另一
方面提升議事效率，以往拉布流會的亂象不復
見。這些現象反映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為民謀
福成效顯現，施政更暢順到位，社會各界和廣
大市民樂見其成。

本港由亂及治的局面持續鞏固，只是開了好
頭，但不能滿足於此，還要面對不少內外挑

戰，困難不可低估，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迎難而上，爭取新突破、實現新發展。對內而
言，本港在距離全面有效控疫仍有距離，還未
能實現「動態清零」、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
以利本港經濟民生真正復甦。內地有14億人、
國土面積960萬平方公里，情況較本港複雜得
多，但內地早已有效控疫，今年「五一」黃金
周旅遊消費強勁反彈。本港更要充分借鑑內地
經驗，早日控疫。

由亂及治持續鞏固
施政阻力減少，市民對解決土地房屋等深層

次矛盾的期望和要求更高。公屋輪候的時間越
來越長，私樓樓價越來越高，市民上樓「上
車」的焦慮和不滿，政府不僅要關切，更要多

管齊下，拿出切實的辦法來解決，讓市民安居
樂業。

近日新界北開發、口岸經濟的議題備受關
注。新界北臨近港深邊境的可供開發土地潛力
巨大，可滿足數以十萬計港人住屋所需，更是
港深合作、推動產業創新轉型的黃金地段。加
快這個區域的規劃發展，將是港深優勢互補、
共贏發展的良機。

迎難而上爭取新突破
政府開發新界，不應只着重建屋，更需要對

本港產業發展作整體規劃，既要增加住屋供
應，更應通過與本港工商界、專業界以及深圳
方面共同協商，加快港深一體化發展，使香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引導香港走高增值的

再工業化之路，令本港產業多元化，也為本港
年輕人創造更大發展空間。對此，我相信政府
做得到、做得好。

對外而言，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國家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
時期，但是西方出現偏見自私，對中國的敵
視、遏止、圍堵有增無減，向中國進行金融、
科技、輿論的全面施壓，企圖扼住中國崛起。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中國最開放的國際城
市，應充分運用自己的優勢，協助國家突破外
部勢力在金融、科技的圍堵，協力國家推進
「一帶一路」，用國際社會熟悉的方式講好中
國故事，化解外部的歧見，爭取國際社會最廣
泛的支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
貢獻。

近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武裝衝突不斷升級，造成大量
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衝突規模為2014年巴以戰爭以來最
大、範圍最廣、傷亡最多，引起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嚴重
關切。

巴勒斯坦方面宣布，僅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空襲造成的
死亡人數就已升到80多人，而以色列方面稱，在巴勒斯坦
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等武裝組織發動的火箭彈等襲擊
中，已有多名以色列人傷亡。以色列軍方辯解稱，被炸死
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是恐怖分子，但巴勒斯坦方面強調受害
者主要是平民。

無情炮火置人民生命於險境
戰火還在蔓延，並有進一步嚴重擴大和升級之勢。以色

列軍方已將打擊目標擴大到哈馬斯在加沙地帶控制的公共
機構，包括加沙地帶的國庫和銀行，以圖徹底搗毀哈馬斯
總部及其在加沙地帶的勢力和實力。以軍正在從地面和空
中同時對巴勒斯坦的目標進行各種打擊，以色列國防部長
甘茨已下令召集後備役隊伍參戰，擺開了決戰的架勢。以
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已正式拒絕了哈馬斯提
出的停火提議，將對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
加強軍事打擊。

哈馬斯雖在反擊抵抗，但處境危險。在軍事實力上，無
論是整個巴勒斯坦還是哈馬斯等武裝組織，與以色列都太
懸殊，如果以色列進一步發動毀滅性打擊，後果不堪設
想，但受害更多的是巴勒斯坦民眾，他們中有很多人本來
就已流離失所，巴以戰火的蔓延將使他們的人身安全更加
險惡，生活更加苦難。

此次巴以衝突的背景是複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
伊斯蘭齋月期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活動進行嚴格
限制，在東耶路撒冷驅趕巴勒斯坦人、甚至派兵衝入巴勒
斯坦人的宗教場所，導致雙方接連發生衝突等直接原因，
也有巴以雙方歷史以來的宗教、民族爭端衝突等原因；同
時巴以雙方各自內部，也有複雜的情況出現。

以色列政黨林立，爭鬥激烈，今年3月以色列舉行了最

近兩年來的第四次大選，這在以色列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長期執政的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所獲席位越來越
少，除了聯合組閣別無其他選擇。但內塔尼亞胡遭大部分
左中右政黨拒絕，組閣再次失敗，並不斷被以色列檢察機
關和地方法院指控貪腐欺詐，聲譽嚴重受損，政治處境險
惡。沉重打擊哈馬斯等巴勒斯坦武裝，對巴採取強硬手
段，以轉移國內政治輿論視線和獲取國內政治利益的慣用
手法，正在重演。

政爭內耗使雙方和解添難度
以色列雖內部政爭劇烈，但幾乎所有黨派都力主對巴勒斯

坦採取強硬立場，哈馬斯等武裝組織對以色列的接連火箭彈
等軍事打擊，激起了以色列各派政治勢力的一致對外和對巴
強硬立場的比拚。美國從來就偏袒以色列，此次更稱哈馬斯
的襲擊威脅了以色列的安全，稱以色列有權還擊。

而巴勒斯坦原計劃於5月22日舉行全國大選，此次選情
複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及其政治勢力被指軟
弱，而哈馬斯則通過對以色列接連發射1,000多枚火箭
彈，以顯示組織的果斷強硬態度。

在種種複雜因素下，巴以衝突愈演愈烈。聯合國等國際
組織正在調停，但巴以雙方態度都很強硬，加上巴以矛盾
衝突由來已久，且錯綜複雜，調停工作一如過去，相當艱
難。

對於巴以衝突造成的緊張局勢，中方高度關切。本月是
中國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中方與安理會其他成員國一
起，積極推動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以應對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之間不斷惡化的敵對行動。面對巴以緊張局勢，聯合
國安理會應當有所作為。但個別大國立場偏袒，阻擾反對
大多數成員國的意見。

聯合國安理會應當重申對巴以「兩國方案」的承諾和堅
定支持，積極推動局勢降溫，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
職責。衝突各方必須冷靜克制，避免進一步的挑釁言行和
針對平民的暴力，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給地區和國際安
全穩定造成嚴重危害。

巴以緊張局勢應迅速降溫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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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黑暴亂局期間，最為人所詬病
的，除了議會癱瘓和街頭暴力
外，網絡欺凌所帶來的精神損害
亦不容忽視。在諸多網絡欺凌手
段中，「起底」頗為常見，手段
下流，受害者眾多。從高官到基
層警務人員，從建制派政治人物
到重判暴徒的司法人員，甚至是
反對黑暴的普通市民，從他們本
人到其父母妻兒，眾多人士的電
話、住址、學校甚至身份證副本
等個人資料在網上流傳，並伴以
侮辱性言辭。受害者輕則遭受電
話騷擾，重則在現實世界中遭到
欺凌，導致不少人因懼怕遭受網
絡欺凌而對黑暴亂象忍氣吞聲，
沉默不語。

為加強遏止起底風氣，從法制
上維護市民的私隱權益，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日前已向立法會提交
文件，建議修訂《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新加入一條「未經
資料當事人同意而披露個人資料
罪」，將保護對象擴展到資料當
事人的家人，並將刑罰提升至最
高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令執
法機關無須確定「資料使用者」
亦能作出檢控。政府同時建議賦
予私隱專員以相應的刑事調查和
檢控權，無須再轉介警方及律政
司。在調查過程中，私隱專員更

可就有關罪行向法
庭申請批准進入處
所 檢 取 文 件 的 手
令，或向法庭申請
禁制令，及有權向
網絡平台送達糾正通知。

在法例修改之後，「起底」的
刑罰將會更重，私隱專員打擊
「起底」的權限亦會加大，理論
上可加大力度打擊「起底」惡
行。然而，所謂「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現時不少「起底」平台均
由海外的營運者經營，特區政府亦
應與這些國際性的網絡平台加強溝
通，要求這些平台配合打擊「起
底」的法例，必要時須提供疑犯的
網絡資料以協助執法工作，如該平
台拒絕的話，政府亦有權限禁止相
關平台在香港的運作，進一步堵塞
「起底」漏洞。

「起底」往往會對受害人帶來
嚴重的精神困擾，令社會出現寒
蟬效應，令不少人因為害怕被
「起底」而未能公開表達自己的
意見，嚴重影響市民的言論自
由。新的修例建議全面加強了對
個人資料的保護，有利打擊將個
人資料「武器化」的不法行為，
是對症下藥的手段。特區政府應
盡快提交有關條例草案，將立法
建議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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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鵬 港區河南省政協委員 香港工業總會國內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接受央視節目《新聞1＋1》訪問的時
候，提出特區政府將與廣東省政府合作，雙方互派官員到
當地政府單位掛職，了解當地政府的行政流程，掌握當地
事務。筆者認為，互派官員掛職，一來可以讓掛職官員認
識當地官場文化、擴闊視野；二來可以將不同地方所學到
的新觀點、新元素帶入政策內，讓政策立體化、多元化。

掛職是內地政府公務員系統中特殊制度，用作鍛煉幹部
的一種方法，屬於中國幹部人事制度的重要一個部分。掛
職是在不改變職級情況下，委以具體的職務到其他地方來
培養鍛煉的一種臨時性任職行為，任期一般為兩至三年。
與現時特區政府對高級公務員所實施的「研習」不同，研
習的時間一般為數星期，以學習為主，負責處理當地具體
事務的機會也較少。

了解內地政經發展與官場文化
在港英年代，政府一向都派出行政主任級公務員到英國

受訓，或派駐當地經濟貿易辦事處，負責當地港府事務，
向港府問責。相反，今次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掛職制度，與
過去「受訓」、「派駐」制度不同，是讓本地的公務員到
大灣區的內地政府部門工作，負責的就是當地政府事務，
須向當地政府問責。因此，今次首批的被掛職的公務員，
「含金量」非常高，有機會完成掛職後，了解當地內地官
場文化及政經發展後，可以平步青雲，更上一層樓。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於四月中，在立法會提出兩
地官員掛職的政策後，攬炒派報章隨即大吵大嚷，說特區
政府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的做法意猶未盡，還要對公務員

進行「愛國式」的篩選，訛稱所有公務員都到內地掛職，
進行「愛國思想教育」，將不聽話的公務員掃走。總之，
特區政府所做的不合攬炒派心意，都要被徹底批評。

相反，筆者認為，本地公務員要改變以往既定的守舊、
保守思維，迎來掛職的新挑戰。事實上，為何特區政府要
推行掛職制度？就是要讓本地公務員認識內地事務。內地
公務員同樣地亦要認識本港事務。雙方認清兩地事務的發
展，就可以明白大灣區的布局及計劃理念，方向有進一步
的交往及融合。假若負責大灣區政策的本地官員對內地事
務一竅不通，如何引領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

做好工作配對施展才華
同時，攬炒派報章雖大肆報道，掛職制度如何實踐「愛

國者審查」，但筆者認為，身為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都不愛
國，以為通過了宣誓就可以瞞天過海，就未免對愛國者的
標準太低了。試問日後擔任政府要職的公務員，仍對內地
沒有認識，在與內地政府合作的項目中，經常貌合神離，
事事作對，筆者希望他們不要浪費公帑，盡快離開公務員
團隊。

最後，筆者希望特區政府，為預備掛職的公務員，做好
心理準備和工作上的安排，避免「水土不服」，可以安排
這班公務員，到相關工作的部門掛職，一來可以讓他們在
最短時間完成「適應期」，盡快表現自己能力；二來可以
將自己熟悉範疇的知識，用於當地政府部門，將政策做得
更到位。做好「工作配對」，可使公務員在掛職期間，施
展才華。

港粵兩地官員互相掛職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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