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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環球旅客到港的「你好，香
港！」大型宣傳香港活動啟動禮昨日舉
行，為一連串向全世界講好香港故事，
推廣香港商機、文化景點及旅客體驗的
活動揭開序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啟動
禮上公布吸引旅客重來香港大計，宣布
將免費派發50萬張機票，歡迎內地、海
外旅客到香港「多走走，多看看」，形
容「是世界最大的歡迎禮物」。大計公
布後，隨即引起海內外熱愛香港人士的
關注和期待。

香港素有「盛事之都」美譽，香港國際
七人欖球賽去年復辦，大球場人流如鯽，
更不乏外地旅客專程到場觀賽，足見國際
級盛事的叫座力。今次「你好，香港！」
活動的啟動，是香港把海內外旅客「引進
來」的重要舉措，進一步把香港作為「盛
事之都」的活力拚勁迸發出來，有力提升
香港在後疫情時代與周邊城市的競爭優
勢。

今次活動的一大亮點，在於向旅客提供
交通、住宿、消費等優惠，提升他們的旅
遊體驗，這是對準當前香港復常要求、力
盡地主之誼的重要切入點。根據活動安
排，既有知名人士及KOL網紅在藝術、文
化、體育盛事等不同方面推廣香港，又有
特別為旅客準備的「香港有禮」等一系列
精選優惠，逾1.6萬間商戶參與推廣，今
年更有超過250個不同大型盛事以及約

100個國際級大型會展活
動在香港舉行，節目多彩
多姿，香港魅力四射，為
吸引環球旅客創造了良好
條件。

環顧周邊地區，不少城
市提出多種旅客優惠吸客，爭搶復常先
機。根據今次活動大計，盛事接連在港上
演，不僅可以吸引更多海內外遊客訪港，
盡情購物消費，全面帶動需求，更可為旅
遊、酒店、飲食、交通、展覽、零售、貿
易等多個行業帶來龐大商機，製造大量職
位，改善香港經濟及就業情況，加快香港
疫後復常的速度。

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在即，特區政府更
要把握今次活動先機再下一城，推動兩地
結合國際最新潮流主題，在香港合辦大型
論壇、展覽會、國際會議，既吸引商務旅
客重返香港，亦用好香港「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助力海外人士也到
內地走走看看，以商務和旅遊經濟助力國
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

香港各界更要做好準備歡迎旅客回歸，
積極配合特區政府相關活動措施，着力提
升軟件硬件水平，做好業界的業務配套，
加強好客之道，務求承接今次活動的良好
勢頭，全方位共同投入復常新階段，一起
講好香港故事，展現香港活力，綻放香港
新動能。

前年英國推出計劃，讓持BNO的港人移
居英國。早前英國政客發布影片，表示計
劃讓港人得以在英國生活工作並享受自
由，又「讚揚」港人對英國社會及經濟的
貢獻，歡迎更多港人移英。然而不少港人
在移居英國後生活不見得有所改善，更有
移英港人因生活困苦而輕生，可見現實並
不如宣傳般美好。

英國推出此計劃，與當地經濟情況有
關。脫歐後英國急需填補勞動力缺口，亦
需要吸收新的資金推動英國經濟。英國打
的算盤，是港人移英可為英國注入勞動
力，另一方面更可從香港吸走資金。英國
採取全球徵稅稅制，港人只要每年在英國
居住超過183天，就會成為英國稅務居
民，到時候出售在港物業，將要繳交資產
增值稅。因此，不少港人在移英前都會盡
快處理在港資產並將售出所得帶到英國，
避免繳納「辣稅」，這為英國帶來了一筆
巨大的資金。

實際上英國不是一個生活的好地方。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期，英國今年將經歷
0.6%的經濟衰退，英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唯一預測會經歷衰退的G7成員國。英國
通脹率高達10%，去年10月更一度達至
11.1%，為41年來的新高。一年來，英國
新鮮食品價格上升了15.7%，食物價格整
體亦上升了13.8%。通脹問題困擾英國，
尤其是食物及能源的升幅，使英國民眾生
活百上加斤。早前數十萬英國教師、公務
員，及火車司機因加薪問題發動罷工，下
周英國護士、救護員及其他醫療人員亦會
組織遊行，要求政府提供高於通脹的加薪

以應對上升的食物及能源
價格。英國深受經濟衰退
及通脹影響，本地人尚要
面對如此困境，移英港人
的處境更是困難。

2020年起英國發生多場
大規模抗議行動，英國政府近期打算修
訂《公共秩序法案》，讓警方可對堵路
示威等破壞性活動進行提前介入。維護
社會秩序避免破壞性活動本是無可厚非
的，然而英國自詡重視人權自由，過往
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維護社會安寧的手法
常加以批評，但當本土陷入混亂之際卻
又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這未免有「雙
重標準」之嫌。

英國人權表現在近年亦受到質疑，首相
蘇納克推出「盧旺達計劃」，同意給予東
非國家盧旺達1.2億英鎊，將已進入英國
的難民送至盧旺達安置。有人批評，將難
民送至生活條件較差的盧旺達違反人權及
不道德，但去年12月英國高等法院卻裁
定「盧旺達計劃」合法，內政大臣亦無視
批評，表示會盡快執行計劃。一方面以人
權自由之名吸引港人，一方面卻又驅逐難
民，可見人權並不是英國政府的重要考
慮。

歸根究柢，BNO移英計劃只是英國政府
在權衡國家利益後所推出的政策。英國正
面臨衰退及高通脹，吸引港人移英顯然想
吸收勞動力及資金，然而移英港人要面對
昂貴的物價、逐步動盪的社會及不如預期
的自由。BNO計劃始終是「靠害」移英港
人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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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耀 福建省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青委會聯席主席

李超宇 經民聯青委會副主席 九龍社團聯會顧問

疫後復常穩步推進，1月31日行
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展望兩
大工作目標是：全面部署復常，還
有聚焦發展經濟並全方位推廣香
港。特區政府積極部署在海外和內
地進行全方位宣傳活動，宣揚香港

復常信息，吸引旅客重返香港，昨日啟動「你好，
香港！」大型全球宣傳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
2月4日率團出訪沙特阿拉伯及阿聯酋，吸引投
資、推動文化合作，為香港爭取龐大商機。

自去年11月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圓滿結束以
來，香港復常之路已開啟並加速，當時李家超表
示，峰會的成功舉辦象徵「香港重返舞台」 。短
短兩個月，年初三在沙田馬場舉行的賀歲馬，全日
在沙田及跑馬地馬場的入場人數為84,394人次，投
注額高達20.6億港元，這是2020年後首次容許公
眾入場觀賽的「農曆新年賽馬日」，入場人次創3
年新紀錄，馬場氣氛熱鬧，正合「馬照跑」寓意。

本港與內地自1月8日首階段通關後，兩地人員
往來絡繹不絕，通關運作良好、安全、暢順，截至
1月30日，已累積逾70萬人次北上、超過60萬人
次南下，合共累積130萬人次往返兩地。兩地商務
往來、探親、旅遊復常，帶動本港餐飲業、零售業
回暖，新春至今各行各業生意明顯好轉，「最黑暗

的時間已過」，只會越來越好。
如今社會安定，政府積極作為，議會運作高效，

香港由治及興的形勢來之不易，社會各界應更加珍
惜，更同心投入建設，令香港再創輝煌。去年8月
底，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希望香港做強專業服務，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律、航運、金融、諮詢等
專業服務，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台。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近期也在立法會表示，
將推出措施便利中小企和初創企業參與投標，降低
入場門檻。去年李家超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亦提
及，將推出「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預留
5,000萬元以津貼香港的主要專業團體參與由特區
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交流、推廣及提升專
業水平的活動，鼓勵業界在復常後強化對內地、海
外推廣香港專業服務。

「你好，香港」宣傳活動正式啟動，力爭讓香港
在國際再發光發亮。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向全
球旅客和本港居民送出50萬張機票，旅遊發展局亦
設「香港有禮」活動將派消費優惠券給旅客，可在
過百間餐飲、酒店和超過130個景點、商戶使用。
這一系列活動顯示香港復常穩步有序，有利各行各
業大展拳腳、加快重振。只要社會同心，攜手共
進，力爭「兔」氣揚眉，香港必定成功，市民笑逐
顏開。

社會同心講好香港故事拓展商機
李世榮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執委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近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最新的「臭名
市場名單」（NML）審查報告，確定全球速賣通、
百度網盤、敦煌網、拼多多、淘寶，以及義烏國際
商貿城、深圳華強北電子產品、北京秀水街等列為
「臭名市場名單」，並且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發布
報告的聲明中表示，「假冒和盜版商品的廣泛貿易
損害了美國工人的經濟安全，並破壞了我們制定公
平和包容性貿易政策的工作」。此次，年度審查報
告發布正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於2月訪問中國
之前，雙方尋求解凍雙邊關係之際，可以說，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這一舉動是在蓄意加劇中美緊張關
係，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技術遏制力度。

「臭名市場名單」審查的六個在線平台都是中國
互聯網公司中的佼佼者。淘寶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
商務平台之一，為中國消費者提供服務，而全球速
賣通則為從中國賣家那裏購買由國際買家提供的服
務。百度網盤是由中國最大的搜尋引擎百度運營的
雲存儲服務。然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百
度網盤在線服務有用於共享未經授權的內容，如電
影、電視節目和書籍。該報告特別指出，微信電子
商務生態系統是中國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並
以特別批評的語氣評估了微信的所有者騰訊，它指
出騰訊在打擊假冒商品交易方面的「不足」。

審查別有用心 加劇中美緊張
我們不難發現，在美國審查公布的名單中，這

些佼佼者中的大部分是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
企業。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互聯網平台企業要
想在美國上市，除了需要滿足一些財務和企業規
模等基本要求之外，美國證監會也必然會審查其
商標和版權等問題，既然它們能在美國上市成
功，並且得到美國眾多投資者和投資機構的青
睞，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這些中國互聯網企業的
佼佼者們是完全符合美國所謂的商標和版權法，

符合其海外企業上市的各項條件。因此，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發布年度審查「臭名市場名單」報
告，實際上藉以美國經濟安全為名，行限制中國
互聯網平台技術發展之實，搞的所謂審查名單，
是別有用心的審查，是在蓄意阻滯中美之間貿易
往來，蓄意加劇中美緊張關係。

根據美國專利商標局的數據，2019年其國內生
產總值的41%（約合7.8萬億美元）來自知識產權
密集型產業，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還支持了美國勞
動力的44%，即6,300萬個工作崗位。因此，保護知
識產權是美國的高度優先事項。

產權保護成打壓中國藉口
產權保護長期以來一直是中美經濟關係中一個棘

手的爭論點。知識產權爭端涵蓋了中美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從貨物貿易來看，任何商品
既有自身的商標保護，又涉及商品包裝、裝潢設
計、促銷廣告的版權保護，是一般暢銷品的專利和
商業機密的支撐。服務貿易，服務的品牌、專利和
廣告版權都離不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技術貿易的
標的本身就是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問題相對貨物貿
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來說，要複雜得多，知識
產權產品的確定和後果認定非常複雜，較容易成為
美國制裁、打壓中國的藉口。雙方在知識產權問題
上的認識和立場分歧，成為中美貿易棘手的梗，且
是不可避免的部分，這也是知識產權成為中美貿易
爭端核心問題的原因所在。

中美由於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對知識產權
保護的處理方式也不同，這就決定了中美知識產權
爭端與貿易摩擦的複雜性和長期性。中美作為世界
上最大的兩個獨立經濟體，只有求同存異，相互做
出一定讓步，才能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中美兩國
的知識產權機制才能對接，知識產權爭端才能得到
緩解和平息。

「臭名市場名單」審查蓄意打壓中國網企
李江勝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西方抹黑詆毀阻擋不了香港由治及興
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近日公布最新一份全球人類自由

指數排名，對香港作出不公評分，刻意壓低香港排名，更

抹黑香港「落入暴政是悲劇」。連同之前美英政客的言

論，西方勢力抹黑香港，污名化香港國安法，貶損香港國

際形象，企圖藉此動搖國際投資者信心，從而打擊香港經

濟、遏止中國發展，這已然成為西方反華的策略。國家和

香港一直堅持與世界互聯互通，積極與世界各地建立友

誼，中央支持香港鞏固自由開放的獨特優勢，任何針對香

港罔顧事實的詆毀攻擊，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更阻擋不

了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繁榮穩定的大勢。

文平理

菲沙研究所的人類自由指數中，香港在全球
165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34，經濟自由續成為
全球第一，但個人自由則排62。報告指排名結
果反映香港實施國安法後情況，並指若非疫情
令全球多國自由倒退，香港跌幅「更嚴重」。
對於菲沙研究所有關個人自由的排名，特區政
府強烈反對報告對香港人權自由度的不正確描
述，強調香港國安法訂明，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同時，尊重和保障人權，政府會繼續堅定維護
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操弄人權自由說三道四
香港正因為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完善了選舉

制度，才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
折，恢復了法治穩定，港人的人權自由更有保
障。可是，西方無視這些事實，變本加厲抹黑

香港。去年12月11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
香港法院依法判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欺詐案罪
成說三道四，惡意詆毁香港人權法治狀況；聖
誕節前夕，有美國參議員以所謂「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出台三周年為名致函美國政府，公
然詆毁香港國安法，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今年1月12日英國外交部向國會提交所謂
《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再度抹黑香港國安法
和特區選舉制度；到兔年農曆新年期間，美駐
港總領事梅儒瑞擺明掃興，在「香港經濟前景
研討會」大放厥詞，唱衰香港法治和自由，攻
擊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抹黑香
港營商環境；翌日，美國政府延長所謂涉港備
忘錄的執行期，詆毁香港法治和人權狀況和惡
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借助操弄簽證政策，為外
逃反中亂港分子提供「避風港」。連同這次加

拿大的報告壓低香港排名，西方對香港的干預
攻擊，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國安法並非香港獨有，美英加澳等地同樣有
國安法，條文更多如牛毛，香港實施國安法絕
對是正當合理。特區政府依法治港，執法人員
依法執法，香港在實施國安法後市民生活重回
正軌，社會由亂到治，如果說「落入暴政」，
那麼美國警察肆意槍殺黑人疑犯才是真正的暴
政，菲沙研究所又為何不指出這些自稱擁護人
權的國家黑暗一面，把他們的不堪所為算進指
數中？

惡意抹黑自曝其醜
西方藉打「香港牌」反覆打壓中國，又對華

實施經濟制裁、對中國旅客實行歧視性檢測措
施。西方政客堅持冷戰零和思維，中國人民更

應自強不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加快科技自
立自強步伐，解決外國「卡脖子」問題，力爭
中國盡早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打造自
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
系。

香港人的根在祖國，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
我們更加要背靠祖國，進一步鞏固既有優勢，
發展「八大中心」，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成
為連接全球的「超級聯繫人」，與國家一道實
現高質量發展。西方抹黑香港，我們就要用事
實，向全世界展現包括香港在內的全體中國人
民是團結一心、不可欺侮的，並積極發展新動
能，展現出香港國際都會的強韌經濟底蘊和人
才資源，西方的無理抹黑、制裁根本阻擋不了
香港由治及興大勢，只能是自曝其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