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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份施政報告重點聚焦發展，表明
了特區政府銳意改革，也讓市民大眾看到
了香港重新出發之帆在中央多方面關懷的
暖風中高高揚起。施政報告宣布開展「北
部都會區」發展規劃、釋放新界祖堂地等
有力政策，積極回應民意，並為大灣區整
體協同發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添磚加瓦。

施政報告在房屋、民生、勞工福利、社區等方面有多項
倡議政策，但是房屋問題依然是最多市民關心、煩心的問
題之首。李克強總理早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房住不
炒」的核心理念，也提出了具體辦法，包括增加土地供
應、安排專項資金、增加保障住房及規範長租市場等，到
韓正副總理、夏寶龍主任就香港現時存在的重大民生議題
提出必須着力改善香港住房問題，中央多番表明了堅定立
場。在市民大眾基本保障、重中之重的民生問題面前，消
除痼疾、衝破藩籬是特區政府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房屋問
題是港府管治團隊責無旁貸的功課，關乎政府承諾兌現的
公信力，是樹立威信、贏得民心的關鍵點。

施政報告同樣提到青年問題。為青年完善就業途徑的同
時，安排適切居所也是給年輕人規劃理想人生的重要一
環。民意調查顯示，許多年輕人在擇業過程中，首先考慮
薪金用於購房儲蓄的比例，相當程度地影響他們擇業方
向，大部分成績上游的畢業生依然傾向於金融、法律等高
收入專業類別，對科技創新等前期投入較多的行業，因收
入不容易預測而信心不足。滿足年輕人的房屋需要，除了
可讓他們專心工作，更可讓他們放遠目光為香港、為祖國
貢獻，展現才能和自信，這才可從根本上使香港社會面貌
煥然一新。港府一定要按施政報告的計劃努力落實各個目
標，讓藍圖變成現實。青年是未來接班人，為青年就是為
未來，為青年發展做好核心支援工作就是布局未來。

民生工程關乎民心，良政善治時代的開啟視乎是否找到
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視乎是否善於為市民着想，善於了解
民意及在和市民溝通時釋放出最大善意。中央已為香港房
屋問題釋放明確信號，香港政府及掌握土地資源的持份者
也應釋出最大善意，各方尋求最大公約數，為香港土地房
屋問題的解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期待政府與民間攜手
並進，為香港創造美好明天。

施政報告擺脫固有思維展現遠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突破思維框

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聚焦長遠發展，為香港規劃未

來。作為報告重點的「北部都會區」，更是「一國兩制」

下，特區政府首份在空間觀念、發展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

行政界線的策略綱領，充分考慮了國家在「十四五」規劃

中對香港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的期盼，以及

「前海方案」為香港帶來的大量機遇，規劃順應香港發展

的大趨勢，有利香港乘勢而上。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特區政府過往進行土地規劃時，一直視新界
邊境土地為偏遠地區，導致該處多年來發展滯
後，與一河之隔高樓林立的深圳形成鮮明的對
比，造成一方面香港新界北有大片土地長年未
開發利用，另一方面商業區土地供應短缺，影
響香港可持續發展。

「北部都會區」兼顧發展居住
「北部都會區」配合《香港2030+：跨越

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推出，為香港的長
遠發展前景謀定新方略，在香港重回「一國兩
制」正軌的時刻別具突破性和前瞻。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先後
表示「總要有開始解決的時候」和「告別劏房

和籠屋」，加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慶前

夕落區看望劏房籠屋居民時表示「必須加大力
度解決住房問題」，反映出中央對香港和特區
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北部都會區」是具規模
的新城市規劃，將成為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合
發展和連繫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地區，該地
區將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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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北部
都會區」既回應了中央和香港市民的要求和期
望，也符合新形勢下「告別劏房和籠屋」的要
求，同時更為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拓展空間開
出了良方。

從區域布局看，香港以往由港島北、九龍南
為中心商業區，逐步向外發展中小型衛星城市
的發展模式，造成商業區土地供應緊張，衛星

城市普遍發展緩慢，經濟活力層層遞減。而
「北部都會區」正是開拓新經濟、新技術發展
之路的理想選擇，可容納較大規模的產業、人
口及物流。

「北部都會區」土地成本相對較低，土地開
發要比港九地區容易得多。與發展成熟、再沒
空間發展的港島及九龍區相比，「北部都會
區」容納較大規模的產業、人口、物流，成為
香港發展的新空間，有條件與毗鄰深圳成為雙
子星城市。

加強港深合作 融入國家大局
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香港和深圳

的關係尤為密切。按照「北部都會區」計劃，
新界北由以往香港的邊陲地區，搖身一變成為

香港、深圳兩地的連接點，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
發展的橋頭堡。特首林鄭月娥也指出，「北部都
會區」的規劃思路充分考慮了國家「十四五」規
劃綱要、「前海方案」，將形成港深緊密互動的
「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包括深圳灣優質發展
圈、港深緊密互動圈和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
遊圈，共同促進兩地在經濟、基建、創科、民生
和生態環境的緊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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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區政府規劃思維的重大轉
變，突破空間觀念、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顯
示香港主動推動港深合作、參與大灣區建設，以
兩地同心同行、共贏發展的思維考慮香港規劃，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把握國家發展的巨大機
遇，配合國家發展所需，同時也成就自己。

近期，「前海方案」在社會引起熱烈反
響，香港工商界、專業人士、青年團體已
積極行動，將目光投向前海合作區這片新
的發展熱土。中央政府、廣東省、深圳市有
關部門已經出台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打造
前海合作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
創新試驗平台、高水平對外開放樞紐及服務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未來，港
人港企在專業服務、現代金融、前沿科技、
貿易開放等方面必將大有可為。

港人港企 全新機遇
香港在現代服務業領域具有全球影響

力，擁有大量服務業人才，管理規制及標
準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前海合作區的持續
發展可以令香港相關行業及人才開拓更大
市場、擁有更大舞台。前海合作區可以配
合國家已開始實施之政策，例如「跨境理
財通」及「跨境債券通」等，令更多香港
金融機構進軍前海合作區開展業務，使之
成為內地與香港金融互聯互通的最佳地
點，更多大灣區的居民可以通過前海合作
區享受更為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務及產品。

目前，在前海合作區註冊的香港企業已
逾萬家，隨着更多業務的推展，港企數目
勢必還會增加。香港專業服務特別是具備
兩地服務經驗的公司，可以在前海合作區
探索更多新的服務模式，包括全鏈條服
務，例如「港資港法港仲裁」以幫助更多
企業可持續發展。「前海方案」明確提
出，推進與港澳在規則、標準、法律制
度、認證等方面的銜接，深圳亦將在「一
國兩制」框架下，推動更多「一事三
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創新
舉措，使跨境要素流動更加便利、市場標
準更加協同、服務貿易更加自由。相信港
人港企在前海投資興業會更為踴躍。

服務國家先行先試
前海合作區承擔探路先行之重大使命，將

來在營商環境、政務服務、智慧城市、爭議
解決、科技創新等前沿領域推出更多可複製
推廣的經驗。同時，前海合作區可以成為內
地和香港兩地互學互鑒的樣板。內地近年來
着力打造便利的營商環境，包括掌上辦理商
事業務、智慧監管等，前海合作區備受各界

歡迎之「前海港澳e站通」讓
港澳人士足不出戶辦理政務就
是其中一例。簡政便民、優化
服務之成果會惠及更多港人港企，特區政府
亦能從中獲得啟發，改善施政。

前海合作區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及「一
帶一路」兩項國家戰略中擁有特殊作用。
深圳將推動前海合作區在會展業邁向高端
化、國際化。譬如，前海合作區將積極承
辦國際知名展會，培育一批高端產業品
牌、國際參展領軍企業及專業展覽人員，並
探索與港澳聯合辦展參展新模式。在後疫情
時代，各種線下商務展會勢必恢復，不論內
地企業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還
是外國產品走進內地市場，都需要實體展會
平台洽談合作。香港在會展商務方面具備成
功經驗，與深圳強強聯手，必定能為「一帶
一路」等國家戰略推動助力。

中央已為前海合作區發展指明方向，特區
政府及社會各界應加快行動，深度參與前海
合作區改革發展，把香港行之有效的成功經
驗帶入前海合作區，同時吸收深圳高速發展
的政策思路，為香港亟待解決之頑疾破題。

揚帆前海為香港開拓新路
林建岳 全國政協常委 一帶一路總商會理事會主席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為
青
年
布
局
未
來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上周，蔡英文在美國
《外交事務》雙月刊雜誌
上發表文章，當中妄稱一

旦台灣島「淪陷」，將對民主盟友體系帶來
災難性後果，並提出「各國應該了解與台灣
島合作的價值」，着重提及了台灣的半導體
產業、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優勢，企圖提高自身籌碼。這篇
文章擺明是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乞求支援。

為何蔡英文此等頑固主張「台獨」、分裂國家的人，突
然如此不安？文中提到，自2020年以來解放軍軍機幾乎每
天都會進入台島空域，解放軍軍艦在台海周邊海域進行軍
事演習和巡航的次數不斷增加。就在蔡英文的文章刊登前
一天，解放軍更歷史性地出動56架次的軍機對島內「台
獨」分子進行震懾，創下單日最多軍機巡台的紀錄。由此
可見，蔡英文當局已經預視到自己走向覆滅的最終結局，
只能哀求美國主子出手相助。

為何解放軍軍機近期更頻密對台巡航？根本原因是統一
台灣已經進入進程，加強巡航一方面震懾「台獨」，另一
方面更是向那些企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外部勢力表明態度，
讓他們不要低估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巡
航的戰機類型也可見，解放軍的行動已進入實戰部署，包
括出動戰鬥機、預警機、反潛機、轟炸機等不同機型，可
以在最短時間內制服島內一切反抗力量。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所
說：「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
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台灣島不
會「淪陷」，淪陷的只是蔡英文、吳釗燮等分裂國家的
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
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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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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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新發表的施政報
告，體現「創新發展」新思維，展現實施
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的新氣象，報告
既直面民生問題，更聚焦香港未來發展、
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國家「十四
五」規劃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競爭優勢，
包括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本
人特別贊成報告在創科基建、科研、人才
等創科產業軟硬件上給予的高度重視及大
投入，關注報告重視人才和青年發展。香
港用好國家政策紅利，加快融入大灣區，
重視青年一代的培養與事業需求，將更快
從復甦走向新輝煌。

本次施政報告的亮點為「北部都會
區」，它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區形成「雙城
三圈」的戰略性布局，成為國家高質量發展

的「雙引擎」，使香港以全新姿態融入國家
大局，既解決住房問題，更成為香港新增
長極。另一亮點是創科產業發展規劃，將
深圳科學園、港深創科園整合為以構建
「新田科技城」，實現「一國兩制」下的
「一區兩園」，發揮更具規模效益的科技
產業集群效應，探索內外循環無縫銜接的
協同發展。在現有及規劃中大增250公頃
創科用地，完善公共設施，未來每年投資
1,000億元用於發展經濟新動力的基礎設施
建設。

本次施政報告建議重組政府架構，擴大
創新及科技局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改變
香港「工業式微」的觀感，並凸顯由創科
推動本港再工業化的發展。創科將成為香
港未來GDP的強力增長帶動，也將成為政

府政策及資源聚焦的優勢產
業。

創科是需要人才及青年的
朝陽產業，報告當中專門開設《培育人才
及青年發展》章節，吸引優秀人才落戶香
港將增加4,000個配額，並在創科產業上未
來增加15萬個相關職位，這一系列建立香
港創科人才庫的舉措，都從根本上為香港
未來創科發展提供了保證。

香港創科產業項目及人才已在國際舞台
初露鋒芒，產業發展方興未艾，港青在創
科方面已有眾多成功案例，成為年輕人的
良好範例，政府支持創科發展的政策落
實，將為港青展翅創科創造新機遇，讓
「香港智造」成為香港發展的新動力，香
港未來的新名片。

創科發展新思維 港青展翅新機遇
文頴怡 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紀
念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辛亥革命
110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必須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英勇
奮鬥來實現。」

孫中山先生主張「振興中華」，如今國
家已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同時也消滅了極端貧窮。這
些成績，證明現在國家比任何時間都更接
近民族復興。作為香港人，應該趁此機會
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將民族復興的情懷
薪火相傳，並且為國家貢獻所長。

如果要把「振興中華」的百年奮鬥過程
鋪陳，首先要提到，香港於偉大的愛國事
業從不缺席。1895年，孫中山先生與一眾
志士於香港成立興中會，到1911年，孫
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在香港籌劃和組織

廣州黃花崗起義。新中國成立後，已故領
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空前構
想，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絕對是「振
興中華」舉措的重要一步，為兩岸實現和
平統一起了示範作用。

到2021年，習近平主席說，「台獨」分
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以和平方式實
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上月，中國國民黨主
席選舉後，習主席發出賀電，強調過去兩
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
同政治基礎上良性互動的成效有目共睹，
在當前台海形勢複雜嚴峻下，期望兩黨堅
持共同政治基礎，為台海謀和平，為國家
謀統一，為民族謀復興。雖然歷史總是跌
宕起伏，但大家終究堅守「一個中國」原
則。有了這個共同語，兩岸和平統一總有

一天可以實現，全國人民過
上更美好生活的目標也是指
日可待。以香港為例，回歸
後雖經歷了沙士和多次國際金融危機，
但正是由於香港已回歸了祖國懷抱，受
惠於中央提供的國策支持，使經濟民生
得以強勁反彈，足見國家是香港最強大
的依靠。

香港社會應趁辛亥革命紀念日做好愛
國教育，增進尤其是年輕人對於當代中
國的認識，進一步強化國家認同；同
時，隨着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愛
國者治港」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相信
包括新任選委在內的特區管治團隊，將
堅守「一國兩制」事業，在實現良政善
治的過程中，展現出愛國者應有的抱
負、責任和擔當。

辛亥革命精神要薪火相傳
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