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

文匯論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2021年
2021
年 10
10月
月 8 日（星期五）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施政報告有姿勢也要有實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立法會發表最新一份施

際」。過去兩年多香港政治形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

政報告，在房屋土地供應、民生、青年就業、人才

化，「大破過後謀大立」，需要的是政策、決心和

培養、經濟金融發展、城市建設和交通及文化交流

行動。期盼未來特區政府能秉持執政為民的崇高理

等多個領域，提出一系列發展規劃。套用粵語中的

念和歷史擔當，讓政策規劃落到實處，開啟香港良

一句俚語：這一份施政報告「有姿勢更要有實

政善治的篇章。

鄭翔玲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說施政報告「有姿勢」，是因為它站位高。
報告不僅充分體現了香港國安法落地、完善選
舉制度雙重保障下，「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
實；同時，也全面落實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
聯辦為民服務、為民做好事幹實事的指示；更
為重要的是，在全力推進香港融入國家「十四
五」規劃、融入大灣區發展藍圖方面落墨甚
多，體現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積極回應各界關
切和市民呼聲，切實採取了積極行動。
說施政報告「有實際」，是因為它接地氣。
報告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概念和口號的層面，而
是從規劃策略上提出了很多具體的行動和時間
表，有幾大亮點值得總結。

形成創新空間格局
首先，報告根據中央治港方略，特別是根據
國家「十四五」規劃、「前海方案」融合規
劃，提出了「雙城三圈」概念。深港融合並非
一個新名詞，但怎麼融合、怎麼聯動香港，

一直缺乏相應的規劃和機制。施政報告創新性
地提出了「雙城三圈」這個全新概念，使兩地
有條件跨越后海灣、大鵬灣和深圳河而相互連
接，形成創新空間格局。
施政報告明確提出擬興建連接洪水橋和深圳
前海的跨境鐵路，又提及將重新規劃新界北土
地，在落實「前海方案」的同時，將港深兩地
的創科產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致力形成灣區
合作協同發展效應。打通深港兩地任督二脈，
更使得新界北有望成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新
引擎。
其次，施政報告敢於直面久拖未決的香港民
生議題，一方面提出了房屋土地問題的破解之
道，另一方面又規劃了全新的「北部都會
區」，要將香港北部建設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
地區。
香港社會發展的最大瓶頸就是房屋問題，而
解決房屋問題的關鍵在於拓展土地供應。報告
提出放寬新界「祖堂地」轉售限制，釋放濕

地、荒廢農地及綠化帶，調低大廈「強拍」門
檻等一系列措施，不但可以增加土地供應，還
可以加快舊區舊樓改造步伐，再配合「明日大
嶼」等願景規劃，相信在有效解決房屋困局的
同時，長遠來講更有望告別劏房與籠屋。

需要展現歷史擔當
「北部都會區」面積達300平方公里，將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營造「城市與鄉郊結
合、發展與保育並存」的獨特都會景觀，料可
容納250萬人居住生活，將大大改善本港南北發
展平衡問題。
第三，施政報告明確提出調整特區管治架
構，確保政府有序有效運作，落實各項部署與
願景。施政報告提出研究重組政策局，包括組
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配合打造香港文化交
流中心願景；分拆運房局，將「土地房屋」及
「運輸工務」職能分開，以強化土地規劃與房
屋建設職能，全力破解房屋困局等。

施政報告與青年同行未來可期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布最新一份施政報
告，我們樂見今年的施政報告與青年同
行，十分關注香港年輕人的未來，提出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多方面幫助支持青年發
展，包括鼓勵青年議政，對青年的學業、
就業、創業、事業、置業以及向上流動等
等範疇。施政報告呼應民意，提出重組民
政事務局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這是香港
首次在政府機構內，研究設立以青年為主
體的政策局。對此，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
公益基金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支持。
因應社會對土地、房屋以及滿足經濟的
需要，施政報告提出建設新界北部成為
「北部都會區」，面積達300平方公里，
包括元朗區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整個

都會區發展完成後，將可容納約 250 萬人
居住，並提供 65 萬個職位，包括 15 萬個
創科產業相關職位。這對於廣大香港青年
來說，特別令人振奮。不僅能紓解年輕家
庭上車難等問題，幫助民眾提升生活質
素，安居樂業。而且為青年提供了更多創
業就業的機會。港青應把握機會，找準定
位，順勢而為。
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優勢以及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大平台，施政報告也重點提出
香港及深圳的「雙城三圈」空間概念、加快
河套區港深創科園的建造等，積極配合國
家「十四五」規劃及「前海改革開放方
案」，為香港帶來了大量機遇。
「雙城三圈」，有利港深兩地政府的緊

密合作和發展，加強港深
兩地的優勢互補，發揮雙
城最大效益。加上河套區
港深創科園的規劃發展，集港深兩地專
家、海內外優秀人才，勢必成為推動大灣
區在經濟、基建、創科、生態環境等領域
發展的重要引擎，為香港青年的就業及創
業提供無限機遇。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將秉承
「助青年 創明天」的使命，繼續透過多
元化項目，積極支持香港青年在不同領域
的發展，提升技能，發揮所長，融入大灣
區建設和國家發展大局，在積極投身社會
提升自己的同時，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多作貢獻。

為
「北部都會區」
新思維新突破點讚
沈家燊 中華海聯會常務理事 中國僑聯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宜的短期招數，而是持之以恒供應土地的
決心。
此次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
佔地面積約 300 平方公里，估計可提供
住宅單位約 16.5 萬至 18.6 萬個，一共可
容納約 250 萬人居住；「北部都會區」
有 6 個新發展區和發展樞紐，以「職住
兼顧」的理念發展，都會區將創造約 65
萬個就業職位，包括 15 萬個創科產業的
相關職位，施政報告形容，「是香港未
來 20 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
區」。
「北部都會區」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在
發展規劃的新思維、新突破。首先，大手
筆、新市鎮的發展模式，同時發展產業、
創造職位，增加土地供應，不僅解決安居
的問題，而且扶持鼓勵創科發展、注重環
境保護，提升香港競爭優勢，構建宜居宜
業宜遊的新天地。

「北部都會區」兼顧港
深同城發展理念，有多條
鐵路直接連通深圳，這更
是順應融入國家發展、大灣區一體化發展
的大勢所趨，做到香港發展思維和布局對
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前海改革開放方案」，能夠把握國家發
展的巨大機遇乘勢而上。
此次施政報告能有這些新突破、新思
維，與香港撥亂反正、重回正軌有直接關
係。正因為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由亂及
治，理順行政立法關係，擺脫政爭氾濫的
困局，社會各界一心一意謀發展，為特區
政府從大局出發、從香港根本利益思考發
展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動力，社會各界、
廣大市民更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發展機遇，
齊心協力把施政報告的藍圖迅速轉化為具
體行動，令劏房、籠屋不再存在，讓市民
分享更多發展的紅利。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服務國家發展
鐘安平
香港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GFIC）報告中重返前三，實在可
喜。這一方面是對本港作為全球領先金
融中心實力的肯定，另一方面亦讓港人
更加意識到，穩定的社會環境對保持香
港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香港的一大特點是「背靠內地、面向
全球」。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中
央明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樞紐地
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
對於中央及香港而言，鞏固提升香港金
融中心地位是雙贏。近年，香港在金融領
域更是有了新的重要業務和定位，便是要
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這在活躍
了本港金融市場的同時，也讓香港成為擁
有 8,000 多億資金池的人民幣離岸市場。
金管局報告顯示，全球七成以上的人民幣

支付是通過香港進行結算的。
自 2009 年以來，中央持續在港發行國
債，實現離岸人民幣國債的常態化發
行，這便是中央對港支持的一個重要例
證。今年中央計劃在香港分三期共發行
200 億元人民幣國債，規模較往年有所增
加，已發行的首期 80 億元人民幣國債亦
超去年同期。
港人應該看清，我們有法律監管、基
礎設施優勢；我們有人才優勢、先發優
勢；還與內地這個大市場保持着緊密經
貿聯繫，有國家政策支持。所以，加快
搞好自身的發展才是鞏固本港全球金融
中心地位的關鍵。在此過程中，需要注
意兩個方面。
其一，作為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社
會穩定。其實，香港常年在 GFIC 上佔據
探花之位，「紐倫港」之美稱享譽國

際。不過 2019 年發生修例風波後，動盪
的社會讓本港曾跌至第六位。隨着過去
一年香港社會恢復穩定，經濟持續復
甦，本港金融地位接連攀升，回到慣常
席位。
其二，香港要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繼
續促進經濟發展。金融始終是為促進實體
經濟服務的。縱觀全球金融中心，無一不
是地區經濟中心。香港地貴人工高，許多
製造業早已外遷華南地區，產業的高度單
一化和空心化影響本港實體經濟發展。而
大灣區的建設無疑將香港及華南地區劃為
整體，令兩地得以互補。這對香港而言是
一個重要機會。
過去兩年香港金融地位的起落告誡我
們，要珍惜眼前的穩定發展局面，更要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可鞏固提升
本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增強學生愛國情懷 由升國旗活動開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報
告，亮點不少，例如「北部都會區」、港
深「雙城三圈」空間格局等發展新規劃，
反映了未來施政抓住痛點、難點，着力破
解土地房屋、發展空間不足等深層次矛
盾，提升香港競爭優勢，顯示了落實香港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香港聚焦發展、
爭取突破的新氣象，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
紛紛點讚，全港更有動力共同落實施政報
告的各項措施，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
章。
香港土地供應短缺，導致產生居住環境
惡劣、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困難等一
系列深層次矛盾，20 萬人租住在劏房、
籠屋，土地房屋問題不僅是香港最大的民
生問題，更影響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讓市民安居
是房屋政策首要目標，要較徹底地解決香
港市民「住」的問題，需要的不是因時制

舒心 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太平紳士

港深優勢互補發展香港新增長極

黃永光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值得關注的是，報告特別提及加強中高級公
務員到內地學習培訓的安排，以增進公務員的
國家認同感、國家使命感。這顯示特首確實有
意在「兩制」的框架內凸顯「一國」的主導型
體制優勢。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開篇時就提到，曾親自
主持了40場諮詢會，接觸3,500名來自不同界別
的市民代表，聽到的很多意見和建議，也體現
在施政報告中，充分展示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
重視民意、傾聽民聲的執政理念。
過去兩年多香港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正所謂大破過後謀大立，需要的是政
策、決心和行動。從新一份施政報告看，前兩
者已經具備，期盼未來特區政府能秉持「執政
為民」的崇高理念和歷史擔當，用強而有力的
執行力、推動力，讓政策規劃落到實處，讓決
心化為行動，只要能做出實實在在的施政成
效，就一定能贏得市民的衷心擁護與支持，開
啟香港良政善治的宏偉篇章。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了
「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概念，建議重點發展
「北部都會區」等港深融合方面的內容，在香港
告別政治爭拗與社會動盪，進入聚焦發展、全力
解決深層次核心問題新階段之際，新施政報告以
新思維為香港未來發展注入新動力。
「北部都會區」將盡享港深優勢互補、融合發展的紅利，幫
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次施政報告首次亮相的《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首份由香港特區政府編制，在空間觀
念及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的策略和綱領，充分因
應了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對香港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以及「前海方案」對香港的期盼，因應了社會大規模覓地
建屋改善居住問題，大舉發展新界北成為「北部都會區」的呼
聲與建議，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謀定新方略，勢成香港未來新增
長極。在香港重回「一國兩制」正軌的時刻，「北部都會區」
建設別具突破性和前瞻性。
在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下，特區政府同步推進多個新界新
發展區項目以及東涌東填海工程；為確保 10 年後有持續土地供
應，特區政府積極推進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和新界北多個發展
區的相關研究。在改善民生方面，特區政府用於社會福利的經常
開支由2017-2018年度的653億港元，大幅上升至2021-2022年
度的1,057億港元，四年間增幅達62%。未來一年特區政府會集中
推行已規劃的政策措施。
為提升管治迎接新挑戰，林鄭月娥就重組特區政府決策局提出建議。
一是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二是分拆房屋、運輸局；三是民政局變
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這幾年香港經歷了不少風波，也暴露出很多青
少年的教育問題，這次專門設置一個「青年及地區事務局」，足以看
出特區政府加強解決地區問題及支持青年發展的決心。
這幾年，香港經歷了社會風波、疫情等等磨難，在國家支持、
特區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下，香港正由治而興。香港只要以「一
國」為根本，「兩制」肯定會更加繁榮，香港要用好國家支持政
策，發揮獨特優勢，就能為經濟注入源源不絕動力，社會各界齊
心協力，就能創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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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慶日，全港各處有不少學
校團體舉辦升國旗儀式。當日，筆
者參與了港島區福建中學舉行的慶
祝國慶72周年升國旗活動。升旗典禮旗手由香港升
旗隊總會中學隊員擔任。當穿着整齊制服隊員用步
伐一致的中式步操進場升國旗時，會場內一眾嘉
賓、家長師生頓時起身肅立，場面莊嚴肅穆，令人對國家敬重之情
油然而生，每年國慶的升國旗儀式對莘莘學子別具意義。
常言說，學校堅持什麼樣的國家觀念，直接決定着學生從中汲
取什麼樣的國民意識，直接影響着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
值觀。升國旗儀式不僅是國民教育，更是一種愛國教育。莊重的
升旗儀式包括一系列的國情教育，包括認識國旗、升旗禮儀、摺
旗程序及奏唱國歌等，參與的學生從尊重國旗開始，對國旗有敬
畏之心，進一步認識國家歷史，繼而增強自己國民身份認同感，
是一個難得的愛國教育機會。
更重要的是，全港學校如在平常日子和重要國家節日，例如國
慶日，在學校場合組織師生一同組織參與升國旗儀式，讓師生時
時刻刻深思特區與國家的關係。故此，特區政府提升國民教育以
至愛國教育，首先從規定全港中小學每周升國旗做起。
以筆者任教的培僑中學為例，學校從 1946 年創校以來，堅持
每星期一次及在國家重要日子，在學校球場舉行由學生負責的升
國旗儀式，而全校師生、職員工友必須參與。升旗儀式輪流由各
班選拔 8 位升旗手負責，每位旗手要在平日放學後由專業的老師
指導訓練，包括如何揚起國旗、摺疊國旗及升旗時如何配合國歌
節奏等。如學生在校完成六年學業，必定有一次機會參與升旗訓
練，對國旗、國歌不單加深認識，而且對國情更加了解，潛移默
化之下，自自然然在學校內形成一種愛國教育的氛圍，讓學生從
心而發，通過升國旗儀式實現對國家的情感認同，以至愛國情
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