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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宣講團詳細介紹國
家「十四五」規劃，並呼籲香港各
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
家建設，明確指出中央支持香港四
個「新興中心」加速發展。中央對
香港的軟實力優勢十分重視，面對
逆全球化不明朗的經濟環境，及未來「後疫情」
所引發的經濟新常態，香港各業界在未來五年絕
對不容掉以輕心，需要充分發揮本地創新及科技
的潛質，依靠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
勢，抓緊國家「雙循環經濟」戰略所潛在的無限
機遇。

國家發改委發展戰略和規劃司副司長胡朝暉提
及，在金融領域上，「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推
動更多離岸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活動，打造香港成
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
理中心，支持有實力的內地企業來香港上市，擴
大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研發更多以人
民幣交易的產品，發展綠色金融。筆者認為，在
「引進來，走出去」方面，香港善於引進國際創
科資金，有力支持內地科技公司來港融資及發
展、開拓國際市場。筆者也建議，香港要鼓勵投
資者以人民幣進行交易，這既擴大國家創科金融
產業的發展、促進香港的融資活動，又可加快香
港與內地融合。

在宣講會中，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指出，香
港發展「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國務院港澳
辦副主任黃柳權亦於會上以「蘇州過後無艇搭」
來提醒香港各界人士。這兩番說話非常實在，當
頭棒喝，香港各界必須抓緊當前機遇，與其他大
灣區城市一同發展。

「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在政府總
部舉行首場宣講會，提及要強化及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及國際航空樞紐四個「傳統中心」
地位，亦支持香港發展四個「新興
中心」。香港應繼續發揮自由經濟
的優勢，開拓多元產業，尤其在法律、科技等專
業領域方面，與內地加強合作，積極融入國家的
發展格局。

中央對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的支持涵蓋各個專業
範圍，並為香港的專業人才在內地的發展提供便
利，至今已有2,000名專業人士在內地取得專業
資格。未來兩地將擴大職業互認範圍，專業人才
只要通過一次考試，便可考取內地與港澳三地認
可資格。各界專業人員應把握機遇，推動香港的
專業服務打入內地，亦為國家的專業服務走向世
界作出貢獻。

中央對香港青年的發展亦極為重視，「十四
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就學、就業及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
精品品牌，並支援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在內地
發展創業，協助青年實現創業就業夢想。國家正
積極創造良好條件，港澳青年應主動了解大灣區
內各項專業的需求與創業就業條件，並多留意兩
地政府就青年創業就業推出的政策措施，為自己
的夢想鋪出康莊大道。

國家這次派出高規格宣講團來港，凸顯了中央
對香港的高度重視與支持。即使經歷了修例風波
與新冠疫情的重創，各界只要團結一致，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支持特
區政府施政及積極把握國家發展規劃帶來的機
遇，香港未來必能走出困境，重回正軌，各方面
的發展將更穩定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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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雄 MH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十四五」規劃與香港青年發展的時代機遇
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在香港舉行了多場宣

講活動，社會反響熱烈。「十四五」規劃綱要在多

方面提出了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舉措，強調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

就業、創業。筆者認為「十四五」規劃將給大灣區

和香港青年帶來巨大發展機遇，香港青年朋友從發

揮自身優勢出發，在把握就業、創業方向上應特別

注意四個宏觀主題：新消費、新科技、新開放和新

創意。

黎 晨 劍橋大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新消費」是指中國消費市場不斷擴大。
「十四五」規劃強調全面促進消費，順應居民
消費升級趨勢，把擴大消費與改善人民生活品
質結合起來。隨着經濟穩步增長，中國中等收
入群體在2035年左右可能達到8億人的規模。
這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孕育了大量市場機
遇。新興中產家庭購買力日益提升，喜歡追求
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消費習慣，呼喚新的
消費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互聯網與電子商
務已給傳統消費品市場帶來巨大變革，大幅降
低品牌發展的門檻。這趨勢為內地年輕人提供
了大量的創業空間，香港青年朋友也應該積極
參與。

發掘新路向把握時代主題
「新科技」是指依託高等院校科研優勢，推
動科技創新成果向產業和市場轉化的機遇。

「十四五」規劃強調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完善
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並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規劃指出，要加強粵
港澳產學研協同發展，完善「兩廊兩點」（廣
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粵澳
橫琴科技創新極點）架構體系。在推動創新發
展方面，香港和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很好
的優勢互補。從事科研的青年朋友在結合香港
頂尖大學研究優勢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市場、
資源與供應鏈配套優勢的基礎上創業，將大有
可為，值得嘗試。

「新開放」是指服務中國企業進一步「走出
去」，開拓國際市場和海外投資所帶來的機
遇。「十四五」規劃指出要堅持「引進來」和
「走出去」並重，以高水平雙向投資、高效利
用全球資源要素和市場空間，提升產業競爭
力。香港許多專業人士和創業者前輩在幫助內

地吸引外資、協助跨國公司在內地投資和開拓
中國市場的大潮中抓住了機遇，發揮了重要的
「中介人」作用，取得了成功。「十四五」規
劃強調要促進國際合作，推動共建「一帶一
路」高質量發展。隨着中國企業日益增強國際
競爭力，更積極開拓「一帶一路」海外市場和
供應鏈布局，新一輪的機遇將不斷湧現，香港
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橋樑優勢，為內地企業
「出海」提供助力。香港青年朋友應充分把握
這個時代主題。

結合大灣區優勢發揮創意才華
「新創意」則主要是指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

新機遇。「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健全現代文化
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
略，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
消費模式，壯大數字創意、網絡視聽、數字出

版、數字娛樂、線上演播等產業。香港融會東
西方文化，在藝術、影視、設計、文化管理等
領域有着獨特的傳統和人才積累，但同時也受
制於本地市場和資源的瓶頸。在此背景下，大
灣區有空間創造條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很多香港青年朋友非常有
才華、有創意，如果能融入內地的文化產業和
市場體系，結合大灣區不同城市的優勢，將會
取得更大的成功。

「十四五」規劃強調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對於香港而言，大灣區是進一步融入
「國內大循環」，發揮「國內國際雙循環」橋
樑作用的最佳切入點。香港青年朋友應仔細研
究把握「十四五」規劃的思想方針和戰略布
局，充分抓住大灣區發展機遇，從而在更大的
舞台上揮灑青春，實現夢想。

黃錦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疫情之下，不少失業或開
工不足的人士，迫於無奈做

起「外賣仔」，為平台公司送餐、送貨，成為
零工工作者。零工工作者在現行法例中，可謂
毫無保障，甚至連因工受傷，也難獲得任何補
償，可說是勞動市場上最無助的一群。因此，
上星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提出了一個
保障零工工作者的議案，提出要設立發牌制度
規管平台公司，為零工工作者提供意外保險保
障，亦要求政府盡快進行研究，判定平台公司
與平台工作者之間的僱傭關係。

世界各地已開始為零工工作者提供保障，
當中以西班牙最先進，認定平台公司與零工
工作者之間的僱傭關係，台灣地區亦確定多
家平台公司與從業員有僱傭關係，應受相關
法規規管。不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立法
會回應議員議案發言時，只把零工當自僱者
看待，他亦反駁指各地對零工工作者的保障

不一，對於如何加強零工的保障，隻字不
提，他願做的只是收集數據，以掌握平台工
作者的工作情況。

且讓我們看看國家如何對待零工工作者。7
月中，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同國家發展
改革委、交通運輸部、應急部、市場監管總
局、國家醫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總工
會，發表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
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需健全
最低工資和支付保障、完善基本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相關政策、強化職業傷害保障、公
示平台演算法等19項意見，充分顯示出國家
維護零工工作者權益的決心。

在新就業形態下，國家重視勞工的保障，
主動應對；特區政府則無視問題的存在，即
使勞工界把問題擺到局長眼前，仍可被視而
不見，答案只是說收集一下數據便算了。這
反映國家與特區政府在勞工政策上，有着基

本的差異，這個差異就是「重
視」與「無視」。

以「十四五」規劃為例，「十四五」是為
經濟社會發展訂下主要目標，確定了「雙循
環」戰略，強調以內循環為主體，促進國內
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但在經濟發展的
同時，國家重視勞工的就業和保障。8月23日
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的
通知，開宗明義講到，「就業就是最大的民
生，也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支撐。」通知提
出的七項重點任務，首項也就是堅持經濟發
展以就業為導向，意思就是重視就業，把就
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宏觀政策的優先位
置，注重穩定就業，提升就業質量，緩解結
構性就業矛盾，以創業帶動就業，以及增加
各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等，這也反映「十
四五」堅實的理念，就是堅持共同富裕方
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堅持經濟發展以就業為導向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日前，特區政府公布選委會選舉的參選人
審查結果，「熱血公民」鄭松泰被DQ，除失
去當然選委的資格，其立法會議席亦即時喪
失。對於鄭松泰被DQ，有人「感到意外」，
因為他們覺得鄭松泰已經「覺今是而昨
非」。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們都
不是鄭松泰「肚裏的蟲」，資審會要作出決
定，就只能以鄭松泰過去的一言一行作準。
就如某位建制派議員所指，如果倒插國旗，
又涉嫌帶人「打爛」立法會都能稱為「愛國
愛港」，那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筆者亦認
為，鄭松泰被DQ的命運，或許從他倒插國旗
甚至提出「全民制憲」開始，結果已「寫在
牆上」。

或許因為鄭松泰被DQ一事受到關注，坊間
都忽略了其他立場被定性為反對派或中間派
的審查結果。例如，曾聯署促全國人大撤回
香港國安法的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就入

閘參選社福界；另一入閘參選社福界的「新
思維」狄志遠，據報道參選後亦被資審會問
及基本資料。周賢明以至狄志遠能夠入閘，
反映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與特區政府有不
同意見，絕對可以，但如果像鄭松泰那樣有
強烈「反中」傾向，要資審會讓其入閘，似
乎就難合法理。筆者可以概括，不同參選人
的政治取態，決定了他們在管治架構上的
「終極命運」。

對於香港選舉制度而言，有資審會把關，
審視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是新
鮮事，但筆者須指出，在西方社會，確保
「愛國者治理」亦是普遍標準。例如美國，
就要求所有公職人員須符合「愛國者」要
求，明確禁止有違效忠義務的人擔任公職；
其法律明確規定了在政府工作的人員應承擔
基本責任，相關原則的第一項就是忠於美國
憲法和法律。

至於曾管治過香港百多年的英國，其「要
求」當然亦不比美國低，例如英國的《1351
年叛逆法》、《1848 年叛逆重罪法》、
《1989年官方機密法》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同樣適用於公職人員。對於議員，英國
的《議員行為準則》就有規定，「議員有責
任忠實地效忠女王陛下及其後嗣和繼任
者」、「出於國家的整體利益履行職責」
等。如果把美、英標準套到鄭松泰身上，相
信鄭松泰亦難逃被DQ的結局。

要服務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的特區，有
能力是必要，而效忠則是最根本；就如一家
企業，不會留着破壞公司利益、其他員工福
祉的人一樣。一個簡單甚至自明的道理，今
次在資審會的審查結果反映出來，若然還有
人要問為何要DQ鄭松泰，那麼首先要問自
己，能否容許背叛你的人留在身邊、讓他隨
時可傷害你？

效忠國家最根本 DQ鄭松泰屬必然
梁 熙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
努力抗疫，務求盡快將之撲滅，以保護人民
生命安全，保障經濟穩步發展，這是當政者
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不容推卸。

綜觀世界全局，在抗疫戰線上做得最好的
就是中國，不但迅速壓制了疫情，更發揚中
西醫療法，減少併發症，降低死亡率，又快
速研發出多款疫苗，有力支援世界人民抗
疫，受到很多國家的歡迎和讚賞，定將在世
界抗疫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偏偏以先進自稱的美國，在本次世界抗疫
戰中，一籌莫展，發病人數超過三千萬，死
亡逾六十萬，現在每天還有數萬至十多萬人
發病，他們慌不擇路，拋開科學，藥石亂
投。最近，美國《霍士新聞》主持人卡爾森
和共和黨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翰遜等，大力

吹噓獸用抗寄生蟲藥「伊維菌素」是「抗新
冠神藥」，令很多病者中毒，病上加病，等
於落井下石，如此毫無科學知識，怎可治病
救人？這真是世紀奇聞，惹人笑掉大牙！

就在美國抗疫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拜登為
擺脫美國人民責備，免罵其抗疫無能和促其
下台，將抗疫政治化，繼續用特朗普的「甩
鍋」法，推卸責任，乃令美國情報部門以溯
源為由，圖謀嫁禍中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
揭，這惡毒之伎倆肯定遭到中國和全世界人
民共同反對和指責，絕對不會得逞。

翻看歷史，就知道美國是最大的生化武器
製造國使用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在朝鮮
戰爭中，違反聯合國規定使用細菌武器，之
後在越戰也使用了生化武器，造成大量平民
死亡和大面積環境破壞，其罪惡罄竹難書。

其神秘的德特里克堡基地，不斷傳出見不得
人的奇聞，2019年底類似新冠肺炎症狀的
病例，已在美國廣泛傳播，但未向世衞報
告。

由此看來，要進行病毒溯源，要尊重科
學，首先應從美國查起，但相信拜登沒有這
個膽量，只是口喊「溯源」，虛張聲勢，掩
人耳目，這個伎倆騙不了正直的美國人，也
騙不了世界各地的人。

世界輪流轉，日月有新天，天理循環，實
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新冠肺炎大敵當
前，盡快戰勝疫情，是世界人民願望，也是
美國人民願望。現在全世界抗疫成績最好的
是中國，更向世界各國伸出了援手，只要大
家萬眾一心，合力抗疫，戰勝新冠肺炎這一
天很快會到來。

拜登抗疫無能「甩鍋」更難堪
謝榮滾 香港中醫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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