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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全力支持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
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上，明確提出希望香港 「不斷增強發展動
能」 ，為此中央將給予 「三個全力支持」 。
7月1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解讀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時，
指出 「三個全力支持」 是中央送給香港的
一份 「大禮包」 。用足用好中央 「三個全
力支持」 ，將為香港發展增強動能。
深入領會中央這份 「大禮包」 的深意，
方能理解 「三個全力支持」 為香港增效賦
能的實踐邏輯。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獲取發展機
遇
──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
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相比以往的 「惠港」 專項政策，香港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將打開一扇 「機
遇的大門」 ， 「大門」 的後面，是推進國

為香港打開「機遇的大門」
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例，大灣
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在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粵港澳三地在經濟、民生以及
軟硬環境建設等多個領域開展了持續性的
合作制度創新，日益完善的區域合作政策
體系為港澳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到大灣區
學習、就業、創業和生活提供越來越多的
便利，為資金、貨物、技術以及人員等要
素的跨境流動提供了堅實的支持，由此為
香港市場注入了持續的發展動能。
另一方面，前海、橫琴、南沙等重大
合作平台，在國務院近兩年先後印發的建
設方案指引下，均以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建設指導，圍繞產業合作發
展、青年合作交流、社會民生保障銜接、
合作對外開放等多個維度構建了相應的政
策體系，由此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提供了新的空間。

參與構建 「雙循環」 發展格局，展現
獨特地位
──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
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滿
懷夢想的創業者來此施展抱負。」
在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
正需要港澳展現獨特地位與優勢。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自由開放規範
的營商環境、普通法制度、暢通便捷的國
際聯繫等優勢，既是香港服務於國家發展
的重要基礎，亦是香港發展動力增長的重
要基礎。
試從金融領域看，香港是內地企業的
國際融資平台，具有聯通境內境外金融市
場的紐帶作用。以債券市場為例，自2017
年以來 「債券通」 的 「北向通」 與 「南向
通」 先後上線開通並平穩運行，五年來境
外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總量年均增速約為
40%，目前持債總規模約3.7萬億元。境外
投資者通過香港投資到內地，不僅有助於
內地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和開放，也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和新的動力。
再從創新科技領域看，世界級的大學
學科、高水平的研究機構和實驗室等科研
平台，為高水平的科研人員提供了集聚和


芯片法案
遏制不了中國發展
議論
風生

盛 菱

美國時間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
署《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標誌着美
國打壓中國又進一步。如果再加上即將
成立的 「芯片聯盟」 （Chip 4），美國
似乎成功築起了一道 「芯片鐵幕」 ，欲
將中國完全隔離於外。然而芯片產業不
是說靠幾百億美元就能成功發展起來的，
也不是說靠一個有名無實的聯盟就能把
霸權握在手中。中國的芯片產業有龐大
的市場作支撐，有不斷突破的技術作支
持，再加上數字經濟的特性，美國的 「芯
片鐵幕」 注定會以失敗告終。

中國有實力打破美封鎖
「芯片法案」 包括對芯片行業約500
億美元的補貼、對半導體和設備製造25%
的投資稅收抵免等扶持政策，其根本意
圖是用大量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的方式，
提高美國國內的芯片製造產能以及技術
研發能力，同時試圖通過排他性的 「地
緣政治條款」 迫使國際芯片巨頭企業 「選
邊站隊」 ，從而起到限制中國芯片製造
業發展的作用。
為什麼說這一法案難以發揮真正作
用？
第一，法案所涉金額有限。500億美
金看似龐大，但對於美國 「統治芯片行
業」 的目標而言，仍有巨大落差。有研
究指出，美國建立完全自給自足的本
地半導體供應鏈需要至少1萬億美元的
前期投資，而 「芯片法案」 直接投向
製造領域的500多億美元預算對半導體
行業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同時，相關投

資分散到五年，政府補貼不足以彌補產
業回流美國給企業帶來的額外巨大成
本，其投資的整體影響和有效性在美
國國內都面臨諸多質疑。如果美國無法
靠這一法案建立起 「具統治性的產業優
勢」 ，又如何能全面 「封殺」 中國芯片
產業？
第二，排他性條款作用有限。美國
打壓中國科技發展非始於今日。自2018
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 「卡脖
子」 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些
手段並沒有成功遏制中國半導體製造業
的發展，反而有效促進了相關產業的迅
速成長。美國的 「芯片禁令」 ，客觀上
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國內市場
資源。以化學機械拋光設備為例，2017
年美國應用材料、日本製造的拋光設備
佔據了98.1%的國內市場，而今中電科
電子裝備集團製造的8英寸拋光設備已經
奪回了70%的國內市場。中芯國際深圳
工廠預計在2022年開始正式生產，主要
可生產28nm工藝的晶片產品，產能最高
可達每月4萬片12寸晶圓。這些都是 「迫
出來」 的，中國有這個實力去逐步打破
封鎖。
第三，中國市場無法被忽視。數據
顯示，2020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達
4355.6億美元，同比增長5.98%。其中，
中國市場的半導體銷售佔了全球的1/3，
2020年中國半導體銷售額達1508億美
元。目前中國芯片產業的增長速度超
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過去四個季
度中，全球20家增長最快的芯片行業
公司中，有19家來中國。相比之下，
去年同期只有8個。這些涵蓋了芯片製
造至關重要的設計軟體、處理器和設備
等領域，其收入增長速度是全球領先企
業台積電或阿斯麥（ASML）的數倍之

多。正如美國科技企業一名高管所說：
「沒有了中國市場，如何填補巨大的市
場空缺？」

「芯片聯盟」名過於實
第四， 「芯片聯盟」 名過於實。美
國對台灣、日本及韓國威逼利誘，欲早
日組成所謂的 「芯片聯盟」 ，外界預期
將藉此制訂尖端半導體產業相關規範，
牽制中國技術發展。日本暫且不說，韓
國十分依賴中國市場，目前韓國生產的
芯片60%出口到中國，同時韓國在中國
的芯片工廠佔比極大，例如，三星電子
的西安工廠佔其NAND閃存供應的40%，
而SK海力士的無錫工廠佔全球DRAM
供應的近一半。正如去年曾參選總統
的國民力量國會議員安哲秀所說，若
未找出 「可以同時滿足美國及中國的奇
跡解法，就須尋找可以在美國要求下得
到最大利益，同時將副作用降至最低的
對策。」 韓國要全面跟隨美國遏華政策，
就須承擔嚴重後果，這並不符其國家利
益。
當然，在美國全面遏華的大背景之
下， 「芯片法案」 及 「芯片聯盟」 必然
會在一定時期裏對中國芯片產業發展起
到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中國政府已有
清醒的認識，更有充分的準備和應對。
需要強調的是，芯片產業高度全
球化，各國分工協作；全球芯片產業
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規律
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美方一再
濫用國家力量，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
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脅迫外交，
試圖人為推動產業轉移、脫鈎，破壞國
際貿易規則，割裂全球市場，在全球經
濟深度交融的背景下，這種行徑必將以
失敗告終。
智庫研究員

創新的平台，構成了香港創科發展優勢的
基礎，當前香港已具備與國內外一流研究
平台聯繫及合作的能力與條件。以特區政
府設立的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為
例，至2021年底，已有近30所研發實驗室
獲選進駐該平台，並在平台的支持下與全
球知名學府合作，在健康、生物醫學、機
器人工程和人工智能等領域開展研究。通
過此研發平台，不僅能將香港的科研帶到
世界舞台，也能將世界知名的研究團隊帶
到香港。一方面增強創新科技對本地經濟
體系升級的能力，另一方面助力國家科技
創新的提升。

推進改革釋放創造力與活力
在發展中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增強發
展動能
──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
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
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習近平主席多次深刻指出，對於香港
而言，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 「國家改革
開放是最大的舞台」 。當前，香港正處在
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新的
發展形勢與發展需求，需要直面內外的複
雜因素與發展中存在的困難，通過積極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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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戰略而設立的更大更全的政策體系。
這些政策將涉及更全的功能維度、更廣的
區域尺度和更大的創新力度。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表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
令香港獲得新的發展空間與機遇，是實現
香港由治及興的必然選擇。

A12

評論
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

妥推進改革，
為本地營造更
責任編輯：曹宗興
為優良的發展
環境，以進一
步提升本地的
競爭優勢。
《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之日，人民日
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指出 「建設好粵港澳
大灣區，關鍵在創新」 。為創新推行改革，
不僅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需要，港澳亦同樣
需要。同時，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為香港提
供的新機遇，亦有助香港推進改革，以新
的增長模式破除既有的利益固化藩籬、以
新的產業領域釋放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
人釋放創造力與活力。
2018年4月30日，被稱為港交所25年
來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正式生效，改革內
容涉及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經濟公
司在香港上市。2020年，雖然全球經濟遭
遇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但在生物科技及
新經濟公司融資強勁增長勢頭推動下，港
交所IPO總額大幅提升，較2019年上升
18%。改革的作用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暨南大學經濟
學院副院長、教授

善用空間數據平台
激活本港數字經濟動力
國務院早前印發《關於加強數字
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導意
政策
葉文祺
見》），提出要主動順應經濟社會數
思考
區浩馳
字化轉型趨勢，充分釋放數字化發展
紅利，並指示各機關構建數字化履職
能力，打造開放數據資源體系，通過建設數字政府引領社會數字化發展。
筆者認同《指導意見》的見解，並相信這是解決香港社會難題的其中一
個突破口。
特區政府正在籌建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目標是在今年年底
或之前開通一站式入門網站，讓公眾免費下載來自政府部門的數百個空
間數據集。筆者認為，CSDI能發揮的功能應遠不止於此。事實上，CSDI
正好成為香港建設數字政府的奠基石。
《指導意見》提出，全面構建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加強對涉及國
計民生關鍵數據的全鏈條全流程治理和應用，賦能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
完善自然資源三維立體 「一張圖」 和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台，持續提升
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國土空間規劃實施、海洋資源保護利用、水資源管
理調配水平；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機制，統籌推進決策信息資
源系統建設，充分整合多源數據研判趨勢。上述幾項意見，特區政府都
可以借鑒參考，並通過CSDI落實。

提升私人企業參與程度
作為一個地理資訊系統，CSDI能整合來自不同部門和格式的數據，
以互動地圖的方式呈現數據可視化，清晰展示不同數據之間的地理空間
關係，方便政府內部和公眾使用分析。因此，CSDI可以成為公眾監督
土地房屋項目進度的重要媒介，並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提供客觀分析基礎，
快速收窄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分歧。
此外，《指導意見》又提出要形成推動數據開放共享的高效運行機
制。香港特區政府亦訂下了相似的目標，於2019年在發展局下成立了空
間數據辦事處，通過 「年度空間數據計劃」 推動跨部門空間數據共享，
深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開放數據工作。然而，計劃目前尚處於
「先量後質」 的起步期，未來有需要持續地豐富不同數據集的信息含量。
雖然特區政府正籌建CSDI，但它與能夠利用大量實時數據模擬政策
效果的數字孿生模型效果相距甚遠。此外，CSDI欠缺公營機構和私人企
業的參與，難以激發數字經濟活力，遑論釋放紅利。
數字化是城市發展大趨勢。《指導意見》提出內容並非全新概念，
部分早在去年《 「十四五』 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以及更早之前的《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特區政府應積極跟進，盡快在數字
經濟大局中建立優勢。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助理研究員

積極落實兩文三語語言政策
教育
思考 李曉迎
自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香港社
會一直有股力量透過不同渠道鼓噪並誤導
市民說：政府要硬推 「普教中」 、 「普通
話」 或 「貶低粵語」 等。如果這些風向僅
是為回應或引領社會就特區政府的語文政
策進行思考，那仍可以包容一二。但如果
想以此再次炮製類似 「反國教」 事件，則
應該引起特區政府及廣大市民警惕。
普通話教育說到底就是 「兩文三語」
這項基本語文政策，對於這項政策的關注
重點，不應僅局限於廣東話與普通話 「誰
比誰更重要？」 「粵語地位是否被貶低」
這個層次，而應該關注和聚焦於普通話教
育是否可以增進香港市民的福祉上。如果
整個社會輿論僅是一味的引導香港市民狹
隘的關注 「誰比誰重要」 這類問題上，不

僅無助於香港語文政策的發展，更可能出
現嚴重的誤導，讓整個社會陷入撕裂，後
果非常危險。

廣東話地位絲毫無損
首先，特區政府有責任推動普通話教
育。普通話的法律地位源於憲法，憲法第
十九條規定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
話」 。普通話與廣東話同時納入特區政府
的語文政策是合理且無可指摘的。同樣，
廣東話作為 「兩文三語」 中的一語，已足
夠說明對其沒有不尊重或貶低，而是反映
出廣東話作為香港地方交流語言的事實。
也正是廣東話的這種屬性，才需要對
廣東話給予更多的尊重、保護。每一位生
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市民珍視香港的本地
語言、文化，這種情感不僅值得尊重，更
值得理解。但如果有人想利用這種樸素的
情感，不斷分化社會，妄圖再次製造社會
分裂與矛盾，那麼全社會都應予以抵制。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大會上明確提出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
地位和優勢」 ，從講話脈絡上看，強調的
不僅是香港特區的政治、經濟地位，這也
包括香港獨特的文化地位與優勢。
特區政府自1997年首次將 「兩文三語」
確立為香港的語文政策之後，香港市民曾
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但隨着香港教育
問題不斷政治化之後， 「兩文三語」 政策
則逐漸變為一句口號，甚至被不斷的挖空
變為 「兩文兩語」 ，在一些學校裏普通話
教育早已淪為一門可有可無的 「副科」 、
「閒科」 。更加諷刺與弔詭的是，仍堅定
完整實踐 「兩文三語」 這一政策的大多不
是拿着政府公帑的官校、津校，而是國際
學校、開設國際課程的直資學校、私立學
校。
一些人對普通話教中文這一議題甚為
敏感，但 「普教中」 只是實踐 「兩文三
語」 語言政策的一種手段，為的是強化和

實踐 「兩文三語」 這一目標的同時，又
能讓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語文，達到雙
贏的目的，這絕非一些人口中的洪水猛
獸。
因此就特區政府落實 「兩文三語」 政
策而言，現時急需討論的不是普通話和廣
東話誰比誰更重要，而是從長遠來看， 「兩
文三語」 這一政策是否對市民有益？也不
是討論有否貶低廣東話的時候，而是應聚
焦在新一屆政府如何、何時能制定出一套
更加清晰、更符合兒童學習語言規律的語
文教育發展路線。當然，現時更不是糾結
個別媒體報道中所謂 「全面推動普教中」
是否表達準確的時候，而是教育局作為落
實 「兩文三語」 這一政策的主體，要拿出
怎樣的方案來推動 「兩文三語」 這一目標
得以實現？

向社會傳遞正確信息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那

些努力落實 「兩文三語」 這一語文政策的
學校、機構、學生個人，不僅沒有任何鼓
勵，甚至因為社會政治事件而受到無謂的
壓力。而對於破壞政府長遠政策發展的一
些群體，卻不用付出任何代價。長此以往，
不僅向社會傳遞錯誤的信號，更對落實 「兩
文三語」 這一語文政策毫無益處。
現時的教育界生態要全面落實 「兩文
三語」 政策並非易事，要考慮的因素也錯
綜複雜。因此特區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先從
鼓勵達到 「兩文三語」 這一目標的學生開
始，讓那些認真追求夢想，實踐 「兩文三
語」 這一目標的文憑試考生、學校能夠得
到應有的認可？相信這並非難事，因為這
種獎勵措施在其他課程體系中早有類似的
做法。筆者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廣大教
育同工、家長、學生一樣，期待特區政府
拿出勇氣與行動力，為香港的未來承擔起
應承擔的責任。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