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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冀教界分組更具代表性
指不會逐件審查藝術家參選人作品 盼高教界有代表入議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新一輯《選

委界別分組面面觀》節目訪問了八和會館主席汪

明荃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介紹新選舉制度下

選舉委員會的重新構建與組成。對有藝術家擔心

如何進行候選人資格審查，林鄭月娥表示，肯定

不會審查到每位參選人的每件文化藝術作品，但

基本原則是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她又指，以前的教育分組挺「清一色」，如教育

界的30個席位都是香港一個教師工會，故對選制

調整後對教育界具廣泛代表性寄予厚望，並希望

有高教界代表成為立法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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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於
2017年施政報
告中決定，將
中央政策組改

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經
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早前提出
書面質詢，引述有評論指特區政
府處理修例風波和疫情時，部分
決策與社情民意脫節，或與特區
政府改組中央政策組有關，故詢
問創新辦至今的工作成果及政府
如何提升管治水平。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昨日回覆指，強化管治屬
複雜工作，政府需平衡民意和政
策及其他考慮，而去年實施的香
港國安法和今年完善的選舉制
度，為政府提供了改善施政、提
升管治效能的有利環境，能更好
地做好政策制訂和解說工作。
張建宗昨日在書面回覆盧偉國

時表示，強化管治是複雜工作，
管治者聽取和回應民意固然責無
旁貸，但負責任的政府亦需平衡
民意和政策及其他考慮，並因應
實際情況，採用不同的方法和措
施，達至最能符合社會利益的施
政效果。
他引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話

說，過去兩年香港的亂象令特區
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最根本的原
因是整體社會沒有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也沒有及時有效
撥亂反正，維護國家安全，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工作。社會對「一國兩
制」的認知不深，部分人的「一國」意識
仍有待提升，加上別有用心的人刻意誤導
大眾對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了解，令香港
在過去兩年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要
讓香港真正復元就要改善「一國兩制」落
實的制度體系。
張建宗指出，中央於去年6月制定香港

國安法並在港頒布實施，並於今年3月通
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不但恢復了社會的穩
定，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亦提供了
有利環境讓特區政府改善施政，提升管治
效能，更好地做好政策制訂和解說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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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
恒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透露，港深兩地正醞釀
聯手推出吸引海內外人才的聯合政策包。聯合政策包
除了提供稅務優惠之外，還會為創科人才提供資助計
劃，讓他們知道在港完成基礎研究後，深圳可為研究
成果產品化提供優惠安排。「已經寫好初稿，應該毫
無懸念會在今年度出台，我自己期望會在第二季或第

三季完成。」
人才是創科最重要的元素，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

為國際創科中心至關重要。薛永恒希望今後香港與廣
州也能共同出台類似的聯合政策包。
早前，香港已公布5年動用20億港元推動「傑出創

科學人計劃」，以吸引全球頂尖科研人才。薛永恒表
示，該計劃進展非常順利，各個大學早已初步聯繫不

少科學家，相信在計劃正式實施後的很短時間內，就
能成功邀請100位傑出科學家以及他們的團隊落戶香
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
今年4月宣告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也將在

國際聯繫方面助力大灣區創科發展。「院士本身對外的
聯繫，可吸引更多人才來大灣區服務；院士也能幫忙
『走出去』，介紹大灣區其他城市以及香港科技的成
就，讓我們的工作得到世界的認可。」薛永恒說，特區
政府已與院士聯盟建立約半年一次的會面機制，院士們
將共同為大灣區建設出謀獻策，從科技專家角度讓政策

的規劃和落實更加高效和符合實際科技發展需要。
在薛永恒看來，醫療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以及

金融科技是香港創科的優勢領域，不過他亦強調：
「我們不應該只是停留在我們自己強的地方，應該通
過幾間科研的大學，全方位地發展不同的科技產業，
讓年輕人可以有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
對青年在大灣區發展創科過程中的角色，薛永恒認

為「青年強，大灣區的發展就會好」。他希望香港青
年通過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工作經歷，親身體驗國家
的發展，進而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

薛永恒：港深研聯手海內外吸才

●林鄭月娥分別
與汪明荃（左）及鄭國漢
對談。 視頻截圖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在是次選委會重
新構建中，該界別選委由60席減至30席。

汪明荃在節目中表示，界別中有人會對名額減少
感到不滿，但明白是次完善制度都是為了整體社
會利益，所以他們一定要接受，但他們都希望能
再逐步改進，讓香港人真正實現「港人治港」。

成為表列團體有三原則
林鄭月娥回應說，由於選委會要具廣泛代表
性，同時亦要兼顧均衡參與，如果單純由合資格
選民一人一票投出，過往的經驗已反映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來自同一立場或同一背景人士，所以由
3個重要團體負責提名，可以確保日後在該界別
可以聽到廣泛聲音。
對成為表列團體的原則，她表示有三個，第一

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要跟這個界別有一定關
係；第三要是一個愛國愛港團體，所以認為該
130個表列團體都很有代表性。
汪明荃提到，有藝術家擔心如何進行候選人資

格審查，是否會逐件作品審查。林鄭月娥表示，
不能透露太多資審會在是否愛國方面的審查，因
為可能會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工作，但肯定不會
審查到每位參選人尤其是體育、文化、演藝界內
的每件文化藝術作品，然而基本原則是要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包括以前有否鼓吹
「港獨」或勾結外國勢力顛覆中央或特區政府行
為，並相信最終需要接受國安審查的個案未必很

多。
未來，選委會教育界會由原有的教育及高等

教育界合併，香港11間大學校長成為當然委
員。林鄭月娥指出，以前的教育分組挺「清一
色」，如教育界的30個席位都是香港一個教師
工會，為了讓選委會要具廣泛代表性，均衡參
與，所以是次設計上就有在香港舉足輕重的11
間大學校長成為當然委員，另外5個最大的香
港辦學團體也是一個當然委員，其他席位可以
透過選舉產生，選民亦是香港很重要的教育局
成員。
她表示，對教育界具廣泛代表性寄予厚望，並

希望未來有高教界的代表成為立法會議員，因為
大學校長的見識和功能對如何做好特區的教育非
常重要。

鄭國漢讚調整非常恰當
鄭國漢認同是次調整非常恰當，可以讓制度重

新開始，界別和人數都令香港比較穩定，以及多
方面利益得到代表。被問及會否拒絕給予「泛
民」在立法會選舉的提名票，他表示不會，並強
調只要參選人不是存顛覆之心，都是愛港愛國，
持不同政見都應該完全尊重。
他歡迎反對派加入立法會，認為立法會內有不

同聲音是健康的，「事實上可以有不同政見，但
不包含反對國家、顛覆、獨立或分裂，這不是叫
政見不同，而是立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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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本地感染新冠變
種病毒，包括兩名分別住在康怡花園
和薄扶林豪峰的菲傭，消息指兩人與
早前確診的映灣園菲傭，以及首宗確
診變種病毒的印度裔男子的女友胞兄曾
經開派對。由於三名染疫菲傭在社區
「播疫」多時，很大機會已經形成隱形
傳播鏈，疫情再次爆發的風險迫在眉
睫。政府加強隔離檢疫是必須措施，但
更重要是做好源頭堵截，要在外防輸入
的基礎上做好病毒追蹤，包括嚴懲瞞
報行蹤的人，切斷上游的病毒傳播
鏈，同時未雨綢繆準備增設檢疫處
所，必要時採取居家檢疫，以應對檢
疫中心不敷應用。

三名菲傭感染變種新冠病毒，開始以
為互不關連，但追查之下發現三名菲傭
其實都曾參加首宗確診的印度裔男子的
女友胞兄的派對，令多宗變種病毒個案
變成有關連群組。但印度裔男子與女友
涉嫌一直隱瞞行蹤，令病毒流入社區近
一個月，很大機會已經形成社區隱形傳
播鏈，疫情反彈的風險十分高。瞞報疫
情的行為，阻礙防疫工作，對公共衞生
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根據本港《預防及
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第
599D 章），任何人瞞報行蹤導致傳染
病傳播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罰款1萬
元及監禁6個月。印度裔男子涉嫌瞞報
的行為，必須徹底調查。

事實上，專家和公眾都非常擔憂，因
為印度裔男子及其女友瞞報密切接觸
者，令變種病毒流入社區長達一個月，
更已傳染多人。如果因此不幸引發第五
波疫情，對本港市民安全、經濟復甦造
成的損害難以想像。特區政府必須從嚴
執法，一旦證據確鑿，應該依法起訴涉
事人士，加大力度打擊瞞報行為；同
時，要切實做好病毒源頭的追蹤工作，
力免大規模爆發。

專家研究顯示，變種病毒傳染力強，
而無症狀者佔比達到四分之三，因此引
發的隱性傳播風險更高。政府根據科學
依據加強隔離檢疫力度，發現一宗變種
病毒就要全棟住戶檢疫，是十分必要
的。但檢疫設施不足的問題再度引發關
注，本港的檢疫中心至昨日剩餘 2,700
多個單位，專家擔心隨着變種病毒滲入
外傭群組，估計會繼續出現同類個案，
只要一宗確診就要全棟大廈檢疫，檢疫
中心勢將迫爆。

因此，政府要抓緊時間研究應對預
案，包括啟用更多度假村或酒店作為檢
疫場地，並積極考慮專家建議，仿效內
地對有確診個案的大廈實施居家檢疫。
但這種隔離檢疫辦法，需要另外提供全
面的支援配套，包括做到封閉檢疫、有
效上門檢測和充足的後勤保障。政府有
必要馬上做出這方面的方案和部署，應
對任何可能的挑戰。

嚴懲瞞報儆效尤 研增設檢疫處所
本港採購經理指數(PMI)由3月的50.5，稍為

回落至 4 月的 50.3，但仍連續 3 個月處於 50 以
上。數據亦顯示，港企業務活動量3年多以來
首次增長，新訂單量亦恢復穩定，並連續3個
月增聘人手。本港企業經營、整體經濟數據出
現反彈，可惜是「低基數效應」所致，只因去
年本港經濟、企業活動受疫情打擊而大幅萎
縮。旅遊等消費行業復甦言之尚早，中小企度
日如年，失業率高居不下，政府當務之急仍要
加把勁徹底控疫，為本港與內地恢復正常經貿
往來創造前提條件，令本港經濟、企業轉危為
安；同時給中小企及基層勞工精準支援，助他
們渡過難關。

隨着疫情緩和，政府逐步放寬防疫限制，
本港企業經營活動有所改善，PMI數據連續多
月高於50的盛衰界線，企業營商信心更升至7
年最高。但要看到的是，目前企業活動數據
呈現明顯反彈，主要是因為去年受疫情重
創，本港經濟活動陷入「冰點」，去年2月本
港 PMI 降至 33.1，錄得 1998 年有記錄以來最
大跌幅，更跌破 2003 年沙士時期的 38.1 紀錄
低點。5 月 3 日，統計處發布數據顯示，本港
首季 GDP 同比上漲 7.8%，是多年未見的高增
速，但亦是建立在去年首季度負增長 9.1%的
創紀錄低增速基礎上。實際情況反映，目前
本港 PMI、GDP 數據亮麗，是「低基數效
應」影響的結果。

其實，目前不少行業PMI分項指數仍然低於
50的盛衰界線，大部分中小企預期原材料成本
於第二季將上升，中小企仍然面對營運成本不

斷上升的壓力和挑戰；本港旅遊、餐飲等服務
業仍處在「冰封」狀態，近期仍有經營多年的
旅行社、食肆捱不住而結業；今年首季度失業
率為6.8%，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失業率仍高達
10.7%，其中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更高，達到
13.3%。近日因變種病毒傳入，本港疫情又面臨
反彈危機，對於整體經濟、企業經營復甦更加
不容樂觀。

說到底，控制疫情才是經濟復甦、企業「復
活」的關鍵，內地已為本港提供了示範。今年
「五一」黃金周，疫情威脅消退，內地旅遊市
場報復性反彈，預計假期全國客運量將達2.65
億人次，將成史上客流最旺的「五一」假期；
旅遊業界估計黃金周旅遊消費，將遠超過疫情
前的1,000多億人民幣。澳門疫情穩定，恢復與
內地正常通關，今年黃金周再度客似雲來，旅
遊、零售業賺得盤滿缽滿。2003年SARS疫情
後，受惠於內地開放「個人遊」，本港經濟迅
速重振，創造出大量就業職位。因此，本港當
務之急是竭盡全力徹底控疫，才能分享到內地
巨大的旅遊、消費紅利，才能為本港經濟復
甦、企業經營好轉注入源源動力。

疫情未全面受控，始終牽制本港經濟、企業
復甦，對於中小企經營艱難、打工仔朝不保
夕，政府應該多體諒苦況，切實考慮精準加推
針對特定中小企的撐企業、保就業措施，提供
稅務減免、優惠貸款等應急支援；同時，強烈
呼籲地產界減租凍租，減輕中小企經營負擔。
政府、商界、市民必須守望相助、共度時艱，
以免大批中小企倒在曙光到來前的一刻。

加把勁徹底控疫 令企業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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