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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四新四通」參與灣區建設
與內地融合互補共贏 勿抱「大香港」「小香港」觀念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2021粵

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時表示，有信心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願景會實現，為港商、港企、港人，特別

是年輕人帶來無限的機遇。她提到，香港須用空間

拓新、觀念更新、政策創新、機制革新的「四新」

精神，及基建連通、政策貫通、機制互通、民心相

通的「四通」策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調與

內地融合中不應有「大香港」或「小香港」的觀

念，應抱互補共贏的心態，「深圳從來沒有一刻看

低香港，從來沒有認為其實可以各自為政，它從來

都希望跟香港一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論壇致辭時表示，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完
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確保不會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位

置，從而更有條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她指出，香港經歷由亂轉
治，現處於由治轉興的時刻，有信心未來會由興轉盛。
她提到，香港須用「四新」精神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第一，

是「空間拓新」。讓思維離開只是香港的這個空間，而進入粵港
澳大灣區。她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第一個選擇的空間拓
新就是深圳河，在思維、策略上已經跨越香港和深圳行政界線。
第二，是「觀念更新」。林鄭月娥指，這次「北部都會區」展
示的更新觀念是以整合式整全一些事物，令香港和深圳進行優勢
互補，達至互利共贏的局面。她坦言，有些人抱「大香港」的態
度，認為是香港帶優勢進內地，也有人抱「小香港」的心態，在
追回發展速度上有點自卑，「我覺得兩種心態都是不積極的。我
們應該用我剛才所說的更新觀念，是一個互補共贏的心態。」
第三，是「政策創新」。她表示，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大
動力，如果沒有創新，香港只能有限度去發揮優勢，特區政府必
須不將自己局限於以往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還
須作為促成者及推廣者，支持一些產業、採取基建先行、考慮以
科技令通關更便利等。
第四，是「機制革新」。林鄭月娥表示，這個機制的革新包括
特區政府內部，亦包括香港與內地的合作。
林鄭月娥還提出「四通」策略：第一是基建的連通，包括廣深
港鐵路的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第二是政
策的貫通，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甚至科技需要的一
些人類基因等，讓香港的政策與內地的政策，起碼在大灣區內可
以相通。第三是機制互通，以深圳為例，特區政府今年5月已經
就着港深合作梳理出19個工作專班，每個專班都有一個負責官
員、聯絡員，大家要交換微信，可以任何時候都能談話，要用這
種互通機制去推動工作。第四是民心相通，若香港市民仍然抗拒
進入內地，或內地市民覺得香港市民不歡迎他們，所有工作都會
事倍功半，每個人都可以多做一些民心相通的工作，大家互相認
識，看到各自的優勢。

全新局面為港拓新未來
林鄭月娥強調，今天香港處於一個全新局面，這個全新局面應
會為香港帶來一個新氣象，亦為香港開拓一個新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傳
媒昨日刊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訪問，
指特區政府會首次動用公權力，收回
2,000公頃的魚塘濕地，建立三個保育
區，形容是「破格思維」。昨日，林鄭
月娥出席一論壇時澄清，她在訪問中表
達的意思是三個濕地公園總共面積是
2,000公頃，但需要收回的可能是幾百
公頃，並非收回2,000公頃。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論壇談到在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保育政
策時，指出今屆政府在「北部都會
區」首次提出用非常積極的保育政
策，例如有一些重要濕地和魚塘是
需要積極地保護，特區政府亦願意
用政府行為去收回部分魚塘或濕
地，以整全地保護濕地區，從而令
其他沒有那麼高價值的濕地或魚塘
可以釋放出來給創科發展。
對於《星島日報》昨日報道稱特區

政府會首次動用公權力收回2,000公
頃的魚塘濕地，林鄭月娥澄清她在訪
問中表達的意思是三個濕地公園總共
面積是2,000公頃，但需要收回的可
能是幾百公頃，就可以完整這3個濕
地公園，並非收回2,000公頃。
另外，林鄭月娥在《星島日報》的
訪問中提到，「北部都會區」發展規
劃會設立3個濕地保育區，當中涉及
南生圍、豐樂圍、大生圍、蠔殼圍等
魚塘地帶，她說私人魚塘基本上不發
展，所以應該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
並指這3個保育區佔地大約2,000公
頃，若不用土地收回條例的積極方
法，根本就是「兩敗俱傷」。
對於有關做法會否引發司法覆核，

林鄭月娥在訪問指，香港是法治社
會，「如果有人挑戰都無辦法啦！」
但她相信經過完善選舉制度，如果立
法會都同意用這些方法發展，社會都
要考慮立法會意見，等於立法會都要
考慮社會意見。
談到「北部都會區」，林鄭月娥強
調北部發展應該朝着一個都會區方向
發展，並認為外界毋須擔心落實問
題，即使沒有「北部都會區」的構
想，現時新界北的規劃已提供超過30
萬個住宅單位，「因為洪水橋已規
劃，賣緊地，所以大家毋須擔心落
實，我哋從來可以落實呢啲新巿鎮、
新發展區。」
她又指，當《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發布之後，中央及深圳的反應都
正面，因有關規劃看得出香港積極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唔係將香港發
展到深圳河就停咗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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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深水埗地區康健中心昨
日舉行開幕典禮，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典禮上致辭表
示，香港必須為整個醫療策
略帶來一個大轉變、新氣
象，扭轉現時「重治療，輕
預防」、「重醫生，輕輔助
醫療專業人員」的醫療體系
及風氣。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則指出，特區政府會
全力建立以地區為本的基層
醫療健康系統，做好預防工
作，幫助公營醫院和醫療系
統減壓。
林鄭月娥表示，現時專科

門診每年服務多達750萬人
次，加上每年不斷增加的新
症病人，服務壓力的沉重可
想而知，「我們估計十多年
後，慢性疾病病人的數目將
增至300萬。」

拓基層醫療減公院壓力
她強調，香港需加大力度

發展基層醫療，達至「預防
勝於治療」的效果，從而減
輕公營醫院的壓力。她指，
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特別是今
屆政府採納的理財新哲學，
及時投放資源可防患於未
然，減輕因延後處理問題而
帶來的額外財政承擔，而基
層醫療可以說是屬於這類預
防性開支。
她認為，地區康健中心的建

設是改變香港醫療系統的新一
步，不過更重要的是香港必須
為整個醫療策略帶來一個大轉
變、新氣象，扭轉現時「重治
療，輕預防」、「重醫生，輕輔
助醫療專業人員」的醫療體系
及風氣，以應付人口持續快速
老齡化的挑戰。
她指出，作為市民在整個

醫療系統中的首個接觸點，
基層醫療對改善市民整體的
健康狀況可以發揮極大作
用。
陳肇始表示，地區康健

中心是香港基層醫療體系
的重要部分，並有多個特
色，第一是特區政府希望
建立整個地區的基層醫療系
統，不只是一兩個中心；第
二是有整個專業醫療團隊，
有專職的護士、專職醫療人
員、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藥劑師、營養師等。同
時，地區康健中心需要與地
區層面的其他團隊合作和
協調，包括家庭醫生、中
醫等醫療團隊，其他組織
例如醫管局、衞生署也需
要在區內與地區康健中心
連成一線。
她認為，穩固的基層醫療

系統是醫療系統的基石，故
特區政府會全力建立以地區
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系統，
做好第一層預防及教育、第
二層評估及篩查與第三層慢
性疾病的管理及復康的預防
工作，為公營醫院和醫療系
統減壓。

港須扭轉「重治療輕預防」風氣

●●「「20212021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跨境新視野跨境新視野」」於昨日舉行於昨日舉行，，出席嘉賓於高峰論壇合照出席嘉賓於高峰論壇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新聞
處消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晚在禮賓府跌倒，自行前
往醫院，經醫生檢查後證實

右手手肘輕微骨折。按醫生
建議，林鄭月娥留院觀察，
並暫時休假。
今日行政會議將休會，會議

前的會見傳媒環節將會取消。
林鄭月娥休假期間，由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署理行政長
官職務。

林鄭跌傷 暫時休假

內地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速回落
至4.9%，較二季度放緩3個百分點。內地
GDP增速放緩，主要受疫情、汛情、「能
耗雙控」、房地產調控，以及外銷市場成
本上揚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未來需要進一
步發揮「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格局優
勢，保持增長動能、優化發展質量。本港
商界熟悉了解內地和國際兩個市場，可以
在內外「雙循環」的相互促進中扮演紐帶
橋樑角色，助推內地和國際兩個市場更好
對接，鞏固內地經濟持續恢復，邁向高質
量發展的態勢，切實發揮香港所長、貢獻
國家發展所需。

內地上季經濟增長放緩至5%以下，原因
有多方面。專家分析認為，這既有疫情、
汛情等不可控因素，也有受「能耗雙控」
影響了生產，加上對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
務的嚴控仍然維持。在這種情況下，能取
得這樣的成績已實屬不易，是國家綜合運
用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全力構建「雙循
環」格局的結果。「十四五」規劃綱要強
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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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過程中，香港應當積極成為國內循環的
「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也
為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活力和機遇。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要持續擴
大內需市場。本港商界進軍內地多年，充
分了解內地市場運作、民眾消費習慣，內
地擁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如何進
一步刺激內需，轉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穩
定力量，不是靠簡單的出口轉內銷就能實
現，而要努力進行供給側改革，提升產品

品質，開發滿足內地民眾的新產品，創造
新需求。香港融入國家「內循環」，可以
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為切入點，加快
大灣區「一小時優質生活圈」、大灣區
「超級都市圈」的建設，加強與內地在科
技創新、人才培養、成果轉化等多方面的
合作，一起做大內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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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是
要重新關門，而是為了更好處理開放和自
主的關係，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發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在這個過程中，
香港更有優勢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
進的「促成者」。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
和航運中心，法律、會計等法制、商業制
度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港商港企與外資
外企有良好合作關係。香港也是「一帶一
路」倡議的重要節點和首選平台，已與多
個「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簽訂了自由貿
易協議、促進和保護投資協議，港商港企
在歐美、東南亞等地早已建立深厚的商貿
往來，正好發揮商業網絡聯繫的優勢，協
助內地企業了解國際市場訊息，解決在開
拓海外市場遇到的問題，在國內國際雙循
環中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提
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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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香港搭起
了更大的舞台。本港商界只要堅定信心、
抓住機遇，發揮香港所長，積極融入國家
「雙循環」新格局，就能獲得新的、長遠
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發揮香港優勢 助推「雙循環」新格局
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反共排華大屠殺，

舉世震驚。英國外交部最新解密文件揭露，
英國情報機構、冷戰宣傳部門在事件中扮演
極不光彩的角色，大肆散播謊言，煽動印尼
軍方圍捕、屠殺印尼左翼人士及華人；美國
國務院較早前的解密文件亦揭露，美國亦在
事件中推波助瀾。撒謊造謠、煽暴煽仇，正
是某些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亂中謀
利的慣用伎倆，與他們掛在嘴上的所謂民主
自由人權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經歷修例風
波衝擊，港人深受謊言煽動的傷害，更應看
清幕後黑手的冷血偽善，更應堅決支持盡快
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進一步完善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例，以更充足的法律工具遏止
外部勢力干擾破壞，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上世紀60年代正值全球深陷冷戰，英美擔
憂印尼共產黨一旦掌權，將對西方陣營造成
巨大威脅。於是，英國處心積慮策動宣傳
戰，建立秘密宣傳機構，由宣傳戰專家領
導，煽動印尼公務員、軍方和反共勢力對印
尼共產黨趕盡殺絕。英國的宣傳攻勢夾雜大
量難辨真偽的謊言，令印尼民眾反政府情緒
與日俱增，最終演變成反共排華大屠殺，導
致50萬人無辜受害。美國在事件中的角色也
極不光彩。2017年公開的美國國務院解密文
件曾揭發，印尼反共排華大屠殺時，美國官
員任由事件發生，沒有進行過任何公開反
對，有時甚至為屠殺背後的勢力鼓掌。研究
印尼反共排華事件的學者指出：「美國當時
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
印尼軍方永遠不會有奪權的信心。」

其實，進入上個世紀後期，從突尼斯、埃及
到烏克蘭等多場「顏色革命」，都少不了美國

在背後操縱的黑手。美國前國務卿、前美國中
情局局長蓬佩奧曾大言不慚地表明：「我曾擔
任中央情報局（CIA）局長。我們撒謊、我們
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
這些。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蓬
佩奧赤裸裸的表白，正正暴露美國以撒謊欺騙
顛覆他國、控制世界的險惡與無恥。

回看2019年香港的修例風波，其間充斥聳
人聽聞的謊言謠言，為極端仇恨暴力推波助
瀾。修例風波期間傳謠縱暴的手段，根本是
印尼反共排華及一系列「顏色革命」手法的
翻版。「831」太子站事件、「爆眼女」事
件、新屋嶺「性侵」、陳彥霖事件等謊言謠
言層出不窮，向盡忠職守、維護法治的警方
栽贓嫁禍，目的就是要誤導、刺激更多不明
真相的市民憎恨警方和特區政府，將針對警
方和特區政府的暴力行為合理化，最終達至
奪取香港管治權的企圖。而造謠縱暴、重創
香港的幕後黑手，正是美國為首的反中亂港
勢力及其在港代理人。

所幸的是，中央果斷出手，出台實施香港
國安法，為香港止暴制亂，實現由亂及治。
雖然現在本港大致安寧穩定，但內外勢力反
中亂港死心不息，外部勢力的制裁干擾不
停，本港亦有亂港分子暗中策劃「孤狼」襲
擊，有人甚至鼓吹「平安夜革命」。事實告
訴港人，香港與國家命運與共，國家安全受
威脅，香港不可能保持繁榮穩定，港人不可
能安居樂業。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恢復了
法治穩定，但仍有必要盡快完成基本法23條
及打擊散播假新聞和仇恨言論等的立法工
作，牢築法治屏障，進一步為香港撥亂反
正，保障香港由治向興。

英美干涉他國成性 更顯23條立法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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