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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港青也能投身星辰大海的征途

正當廣大香港市
民仍沉浸在國慶氛圍
之時，國家再為香港
送上一份 「大禮」 。

央視引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消息，
為滿足載人航天工程後續飛行任務需要，
我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已於近期
啟動。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今次將首度
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意味港人將有
機會實現本來遙不可及的航天夢。

據報道，此次預備航天員選拔，由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統一組織實施，預
計1年半左右時間完成。本次共選拔12至14
名預備航天員，包括7至8名航天駕駛員，
5至6名航天飛行工程師和載荷專家。其中，
載荷專家人數為兩名左右，並且會在從事
空間科學研究及應用相關領域的科研人員
中選拔。所謂載荷專家，就是到太空進行
各項專門科學實驗和探測的科學家和工程
師，雖然並非職業航天員，但卻負責重要
的綜合航天實驗。

這一消息反映了兩重意義。
首先是中央對香港無微不至的關愛、

重視和支持。過去多年，其實香港一直都
有不同團體提供航天教育，例如香港航天

學會、香港航天領袖總會等等，商界方面
亦有資助設立小太空人計劃，為兒童提供
模擬太空人訓練的體驗。去年9月，神舟十
二號乘組與近300名香港科技工作者、教師
和大、中學生展開一場 「天地對話」 ，更
是在年輕人群組中掀起一股航天熱潮。

對香港創科的充分肯定
可以說，香港一直不乏抱有航天夢的

青年人，希望能親眼目睹星辰大海。 「天
地對話」 開始時，一句 「香港呼叫神舟十
二號！」 引起全場師生興奮喊叫；還有中
學生在對話結束後表示 「我也想去太空！」
都是最佳的事例。

然而，很多香港青年雖有夢想，卻未
能有相應的機會。此次國家特意提到要從
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足以體現中央對
香港青年的關心和支持，並給予他們一個
千載難逢的良機，不只能有希望實現自己
的夢想，更能藉此貢獻國家，為祖國的航
天科技發展出一分力。

其次，是中央對香港高端科技水平的
肯定。載人航天工程是我國航天發展歷史
上規模最大，系統最複雜，基礎要求最高
的國家重點工程，當中所涉及的，都必然

是最頂尖的人才和技術，而光是從香港挑
選人才參與，其實已經是對香港最大的肯
定。

事實上，本港的大學科技團隊過去亦
曾對國家航天科技作出巨大貢獻。2020年
嫦娥五號進行國家首個探月工程，其間使
用的 「表取採樣執行裝置」 正是由香港理
工大學科研團隊研製。科研團隊憑藉多年
在國內外航天項目中所累積的經驗，透過
創新思維及採用高端技術研製的採樣系統，
為月球表面採樣工作取得了突破，相關裝
置亦應用於嫦娥六號的探月任務。

其實早在2010年起，香港科研團隊便
一直在為國家的太空探究工程作出重要貢
獻，研製出多項太空儀器，包括嫦娥三號
及嫦娥四號月背探測任務的 「相機指向機
構系統」 、天問一號的 「落火狀態監視相
機」 。此外，歐洲太空總署2003年火星快
車任務使用的 「岩芯取樣器」 、2011年的
中俄聯合探索火星任務的 「行星表土準備
系統」 ，都是香港的科研產物。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發展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這不僅是對香港的期望，
也是對香港的信任。過去香港已經多次證
明自己有能力在國際的科研競爭中佔有一

席之位，今次的選拔，讓香港有更大的發
展空間，不只可以讓香港航天科技 「落
地」 ，成為國家航天經濟產業的一分
子，更能成為引領大灣區及世界的創
科中心。

創科未來在於青少年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說，中央在國

慶佳節為香港送上這份禮物， 「喜上加喜，
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愛、支持和信
任。」 他又提到，今次的選拔亦是更認識
國家的教育機會。鼓勵全港學生以至社會
各界藉此良機多加認識國家載人航天工程
的豐碩成果，增強國家意識和國民身份認
同。

為推廣香港的航天科技發展，特區政
府將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科普活動，邀
請香港電台製作特備節目，講解航天科技，
於太空館及科學館舉行專題講座，邀請航
天專家及少年航空員分享個人經歷，並舉
辦第四屆航天博覽。

中國首名進入太空、神舟五號飛船航
天員楊利偉曾說過，國家經濟、科技及綜
合國力的提升，給他創造了成為航天員的
條件，而他自己對航天事業的熱愛以及國

家的需要，讓
他最終能走入
這個行業，成
為 一 名 航 天
員。 「最讓我
深深不忘的是
能夠作為中國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員，
並代表國家展示國旗、向全球華人問好。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在太空中看到
香港同學們最酷的身影。」 相信對於本港
懷抱着航天夢的青年而言，能成為香港首
位進入太空的載荷專家，對國家、對香港，
同樣具有非凡的意義。

自從楊利偉2003年乘神舟五號飛船首
次進入太空，返回地球後未幾即獲安排訪
港，近20年來，多名航天員都相繼來港進
行訪問交流，還有諸如 「天地對話」 、航
天飛行展等特殊活動，可見中央一直關注
並期望香港能對國家航天事業有更大的貢
獻。香港的發展需要創科，創科的未來在
於青少年，希望在今次機會下，能有更多
香港青年能不負韶華，勤奮學習，拚搏進
取，投身創科，努力譜寫出無愧這個時代
的青春華章，讓更多香港智慧閃耀太
空。





































期望房署用手中一票停止法團亂象
北部都會區透過港深西部鐵

路及北環線支線接駁深圳，有助
促進港深之間的人流物流，配合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基建，
香港理應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格

局下，與其他城市形成 「一小時生活圈」 。然而，本港交通向來為人詬病：
屯門公路與吐露港公路等多條幹道幾乎每日塞車；就算受疫情影響，不少
港鐵路線去年的載客率也超過八成。當新界至市區的車程已經需要至少一
小時，香港與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似乎遙不可及，規劃上應如何拆解？

為疏導繁忙的交通，並釋放新界更多土地潛力，特區政府應該在已規
劃的鐵路及幹道項目之外，另外開闢南北鐵路、南北幹道及東西幹道合共
三組策略性基建。此舉不但加強深圳─北部都會區─維港都會區三大商業
核心區（CBD）的縱向聯繫，也改善新界內部缺少橫向連接的痛點。

縱向貫通深圳香港CBD
首先，南北鐵路北面以 「Y字型」 接駁羅湖站（東鐵綫）及安樂村站

（北環綫東延），擬議走線經過粉嶺、林村、大圍，南下至美孚並連接明
日大嶼的運輸網絡。新鐵路提供一條更直接的過境鐵路，可以滿足未來日
益增加的跨境工作需求。與此同時，南北鐵路亦有助釋放新界東北部分的
發展潛力，包括香園圍、打鼓嶺、坪輋、皇后山、羅湖南、文錦渡、老鼠
嶺等，配合政府在新界北的大型規劃。

其次，南北幹道是一條全新的公路，北面連接粉嶺公路及香園圍公路，
走線經粉嶺市中心，穿越大帽山，南面出口鄰接青沙公路及美孚。新幹道
為粉嶺南及林村，以至附近沙頭角提供重要的交通接駁，有助釋放約1050
公頃用地的發展潛力。同時，新界東北經大埔、沙田至市區的南北向交通
可以分流到新幹道，紓緩吐露港公路、城門隧道、青沙公路、獅子山隧道
及大老山隧道的負荷。

橫向打通新界內部脈絡
第三，東西幹道主要為擴闊現有粉錦公路，並於東面連接粉嶺公路及

吐露港公路，可沿香園圍公路北上直達深圳蓮塘；而西面經港深西部通道
接駁前海，可連接擬建的屯門西繞道及11號幹線。新幹道為市民提供新
界環迴公路的替代路線，能夠紓緩元朗公路及吐露港公路的交通負荷。走
線橫跨林村、錦田及元朗東南一帶的平地，當交通配套改善後，約900公
頃用地可以作進一步發展。

上述建議的道路及鐵路，沿線土地大部分為平地，亦避開郊野公園範
圍，可望減低環境影響及技術難度。至於經大帽山的南北幹道，可以仿效
大欖隧道的經驗，以隧道的方式穿越郊野公園。基建一直是推動城市發展
的重要基石，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在現時進行的《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
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中，會充分考慮以上鐵路及主要幹道基建布局。

作者分別為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團結香
港基金研究總監及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開闢三大交通基建
打通港深兩地脈絡

中國大飛機重塑全球商飛市場大格局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C919
大型客機項目團隊代表並參觀項目成果展
覽，充分肯定C919大型客機研製任務取得
的階段性成就。

C919大型客機研製成功，獲得型號合
格證，標誌着我國具備自主研製世界一流
大型客機能力，是我國大飛機事業發展的
重要里程碑。這也意味着，中國大飛機將
翱翔藍天，重塑全球空飛市場大格局。眾
所周知，全球商用飛機市場是美國波音和
歐洲空巴的天下，佔據全球超9成的份額。
今年上半年，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就從空巴
訂購了2400多億元的飛機。

打破西方壟斷帶來良性競爭
商飛市場被波音和空巴壟斷，不符合

市場競爭原則。加上波音公司民營飛機軍
用飛機一起上，在對台軍售中充當美國對

華打手的作用。在此情勢下，波音、空巴
壟斷全球商飛市場，不僅讓兩大公司收割
市場之利，也成為美西方霸凌全球的利器。

中國C919大型客機研製成功，攪動全
球商飛市場一池春水，打破波音空巴的壟
斷鐵幕，給全球商飛市場帶來了良性競爭。
有競爭才有活力，才能從供給側倒逼波音
和空巴加大資金投入和科技研發，讓大飛
機質量更好更安全。良性競爭能使大飛機
價格降下來，讓消費端的全球航空公司能
夠 「貨比三家」 ，而不是總被波音和空巴
「牽着鼻子走」 。

東航協議顯示，C919的價格明顯低於
波音和空巴同類型的飛機。C919的目錄單
價是0.99億美元，人民幣目錄單價是6.53
億元。相比同級別的空巴A320和波音
737MAX系列飛機，目錄單價要便宜8000
萬至1.5億元不等。隨着中國C919飛機的產
能擴大，價格還有更多的下調空間。中國
製造──無論是曾經的白色家電（冰箱、
彩電、洗衣機）還是電子產品（智能手機
等）或日用消費品，中國製造都具有價廉

物美的特點。所以，中國商品經過一段時
間不僅能在全球市場站穩腳跟，而且能夠
佔據更多的市場份額。

C919屬於幹線主流機型，採用單通道
窄體布局，座位數為158座-168座，標準
航程4075公里，最大航程5555公里。目前
在全球已經獲得了28家客戶的815架意向訂
單，國外的訂單為34架，訂單總金額超過
5000億元人民幣。而且，經過試飛的C919
在安全性上是可靠的，經過國內商飛市場
的考驗，C919的可靠性將得到商飛市場的
認可。中國是世界上重要的商飛市場，據
2021年發布的《民用飛機中國市場預測年
報》預計2021-2040年間，中國需要補充
民用客機7646架，其中寬體客機1561架，
窄體客機5276架，支線客機809架。

疫情前，全球每銷售4架窄體機，就有
1架交付給中國航空公司。按照中國每年購
買300多架窄體機算，若屬於窄體機的C919
參與到市場中來，不僅倒逼波音和空巴更
加重視中國市場，也不得不正視C919這個
新的競爭對手。當然，也會促使C919全方

位提升競爭能力。這也意味着，若C919飛
機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也將創出自己的
品牌。有了在全球重要商飛市場的美譽度，
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也就加強了。假以時
日，全球商飛市場將從美歐爭鋒進化到中
美歐 「三國演義」 。

中國製造邁向高端
中國大飛機參與全球商飛市場競爭，

重塑這個領域的市場大格局，不僅在供給
側領域形成良性競爭，也給消費端提供了
更多價廉物美的選擇。自然，也給消費者
提供了更為便捷、安全和經濟的美好體驗。
這對後疫情時代激活全球產業鏈活力、疏
通供應鏈梗阻以及形成強大的人流、物流，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C919
進入商飛市場，也是中國製造轉型升級的
標誌，也意味着中國製造從初級產業鏈邁
向高端，代表着中國裝配製造能力得到系
統性提升。

中國大飛機要走向全球市場，和波音、
空巴一起翱翔藍天，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一方面，波音、空巴取得現在的壟斷
地位，波音已經走過了100年，空巴也走了
60年。而且，兩大公司背靠的是美歐兩大
經濟體的綜合實力。C919從2007立項至
今，不過15年時間。而且，面對C919的 「搶
食」 ，也會促使美歐動用市場之外的力量
阻礙中國大飛機走向全球。這也是美歐對
華博弈的慣用動作。另一方面，C919要
進入全球市場，必須通過歐美適航標準
認證，此外要在全球建立國際銷售與服
務網絡。

從智能手機到國產汽車乃至中國高鐵
的發展途徑看，中國有能力擁有獨立知識
產權且能製造出全球先進的產品。至於建
立全球銷售和服務網絡，中國企業已經擁
有足夠的全球化營銷經驗。因此，未來C919
的系統性競爭力不會落後於波音和空巴。
制約C919走向全球的，還是美歐的政治偏
見和面對中國的不自信。然而，這擋不住
中國大飛機一飛沖天的大勢。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
究員

近年，不少屋苑法團出現嚴重對立，輕
則吵鬧，重則 「全武行」 ，甚至對簿公堂。
一近法團選舉，不具名的攻擊單張，主要通
道的大字報，再加上部分傳媒推波助瀾，平
時和睦的鄰里，瞬間彷彿轉為仇敵，社區將
無寧日。事實上，法團委員並無薪酬，純屬
義工，法團管委會是為了管理好屋苑而存在，
縱使管理風格不盡相同，相信業主間也能求
同存異，但為何法團選舉卻如此對立呢？歸
根結底，是因為有利益的存在。

根據法例，凡滿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
宇，須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俗稱：大維修），
因為舊樓欠缺妥善維修保養，會對居民和公
眾構成安全風險。但條例實施十年以來卻有
些變樣，強制維修變成全面裝修，數千萬甚
至數億元的大維修工程，也就變成了一些不
良商人眼中的 「肥肉」 ，紛紛想辦法混入法
團管理委員會當中，試圖影響大維修承辦商
誰屬。隨着坊間不斷傳出圍標事件，由於關
係到自己切身利益，小業主自然就草木皆兵，
容易受輿論影響。他們只相信自己渠道得到
的信息，而不是全面理性客觀分析，而有些
法團選舉更重點攻擊某些參選業主的意識形
態，引起政治對立。所以法團選舉成為各種
複雜因素的集中體現，雙方陣營爭吵對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報警也是家常便飯。

保持中立非不作為藉口
民政事務總署一直推動大廈成立法團，

希望由業主管理好自己的屋苑，但法團成立
之後，組成法團管理委員會的小業主並不具
備專業知識，在面對工程維修、樓宇管理、
屋苑財務、法律糾紛等問題時一籌莫展，無
法得到有效支援。有見及此，沙田區一眾法
團主席自發成立了沙田法團聯席，成員間互

相交流法團管理經驗，彌補專業知識的不足，
也每月發行《沙田報》，刊登實用的社區資
訊及樓宇知識，讓小業主了解多些屋苑管理
的資訊。報刊放在各座樓宇大堂，方便居民
取閱。另外，成立法團聯席也便於集中意見，
向政府反映。沙田民政事務處也非常重視，
雙方溝通更加密切。聯席成立以來反應踴躍，
目前已經有38個屋苑加入，覆蓋單位總數
佔沙田區私樓區近半。

可能有人會留意到，經常聽到很多老牌
屋苑小業主紛爭不斷，逢選必亂，為何新式
屋苑選舉卻鮮有亂象發生呢？其實除了距離
大維修尚有時日之外，現今屋苑多以業委會
形式運作，發展商掌握車位、商場等業權，
作為大業主，選舉時站在屋苑整體利益出發，
投票給做實事的候選人，所以別有用心的不
良商人較難在這類屋苑有生長空間。但業委
會沒有法定權利，無法決定屋苑財政，也長
期為人詬病。

面對社區亂象，政府部門可否主動
作為，發揮更大作用呢？加強對法團的支援、
不斷完善法例、規範監管固然需要，但房委
會、房屋署其實可以發揮更加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很多居屋屋苑或租置屋邨，都並非
100%售出，房委會仍持有一定數量的業權
份數，需要按時繳納管理費，攤分維修保養
費用，但在居民大會、法團選舉等就重要事
項投票時，房署代表很多時卻以中立為理由
拒絕投票或僅投下棄權票。

以近期將軍澳翠林邨1.7億元維修工程
爭議一事為例，作為大業主之一的房署代表，
在法團商討是否採用市區重建局的 「招標妥」
計劃時，僅投下棄權票，將自己置身事外，
任由小業主之間不信任加劇。當然，是否使
用 「招標妥」 與工程造價並無關係，例如有
3501伙的居屋沙田穗禾苑早年未參加 「招
標妥」 時，回標價為2.2億元至4.6億元，每
個單位最少需攤分5萬元。但在公民黨及《蘋
果日報》等以 「反圍標」 、 「反天價維修」
的噱頭高調介入後，雖然成功將連任多屆的

舊法團推翻，但上場之後的新法團使用 「招
標妥」 ，回標最高價卻達6.98億元，最終決
定的方案總額亦為3.88億元，每戶需負責9.4
萬至14.1萬不等。

由此可見，小業主不具備樓宇工程維修
專業知識，紛爭的結果未必對自己有利，但
房署擁有大量專業人士，作為主要持份者之
一，是否更應該積極介入，為屋苑提供專業
協助呢？甚至在投票選出方案時，公開自己
獨立中肯的投票意向，讓一籌莫展的小業主
有個參考，是否總好過袖手旁觀呢？

主動為業主提供專業協助
筆者曾向沙田法團聯席的一些居屋及租

置物業法團主席了解過，房署代表雖然絕大
多數時候都表示中立不投票，但也有在法團
選舉委員時投給自己的代表、在業主大會上
投票支持某些候選人，或是投票支持某大維
修方案的情況，做法莫衷一是。換言之，保
持中立其實並非必須。

筆者認為，房屋署作為政府部門，除了
打理好政府物業的職能外，亦有責任維護社
區和諧安寧，協助保護資助物業的小業主權
益。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要以人為
本，強調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市民的問題。
香港現正處在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
時刻，房署這種彷彿事不關己的中立、棄
權等做法顯然已不合時宜，不應再以此作
為推卸責任的擋箭牌，對居民衝突視而不
見。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及完善選舉制度，
香港已經進入良政善治的新時代，特區政府
要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帶領港人共同維護和
諧穩定。近年產生的種種法團亂象，是時候
停止了。希望當局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
積極作為，主動為法團和小業主提供專業協
助，更要充分利用好手中的一票，讓社區重
回安寧！

沙田法團聯席秘書長、選舉委員會
成員、新社聯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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