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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緒文分享建造業中國速度
赴港大演講 展望綠色智能精益化發展前景

新中國成立

以 來 ， 在 民

生、經濟等各

個方面取得突

破性成就。昨

日開展的「時代精神耀香江」之大國建造系列活

動，除了主題展覽外，亦會連續多天於香港各所大

學進行「大國建造．築夢未來」校園報告會。首站

昨日下午於香港大學進行，由中國工程院院士、中

國建築集團首席專家肖緒文以「中國建築探索與實

踐」為主題，向數百名港大師生介紹中國建造的現

況與展望，分享建造業「中國速度」，並指出綠色

建造、智能化建造、精益化及國際化，為中國建造

業未來發展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肖緒文（左）與
港大師生進行互
動交流。
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 攝

昨日「中國建造探索與實踐」講
座中，肖緒文講述了國家工程建
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給台
下香港師生帶來了不少啟發；而
在講座尾聲交流環節，觀眾們非
常踴躍，紛紛提交問題，急不及
待與他互動。肖緒文亦不吝分享
他職業生涯所遇上的困難與體
悟，還有對於國家發展建設的一
些提議，讓在場觀眾獲益匪淺。
肖緒文被問到，他認為目前難
度最大的工程是哪項？他回答
指，川藏鐵路的難度最高，因該

鐵路海拔高、鐵路隧道佔比高、
地貌環境複雜，加上要保護鐵路
沿途的生態環境，令修建鐵路的
過程變得極具挑戰性。
他憶述指，當時有一個博士後

學生，主動請纓參與川藏鐵路的
建設，讓他感受良多，更希望有
更多的年輕人願意投身國家建設
事業。肖緒文表示，「國家擁有
江河湖海、沙漠草原」，希望香
港的學生能夠到內地走走，相信
能夠開闊眼界，獲得更多知識。
有台下觀眾進一步問及國家如

何在環保與發展取得平衡，肖緒
文表示，在進行城市建設的過程
中難免會產生大量的固體廢物、
建築垃圾，如何將它們分類排
放、甚至是循環再用，是一個可
行的方向，又舉例說：「部分發
達國家可以重新利用百分之九十
的固體廢物。」
他強調在建設過程中環保意識

非常重要，否則只會得不償失，
一旦不經處理就將固廢隨意拋
棄，背後所消耗的能源及代價，
會比從大自然得到的更大。

難忘川藏鐵路難建
冀港青北上開眼界

昨日舉行的「中國建造探索與實
踐」講座吸引了不少港大學生慕名
而來。肖緒文也不負眾望，給港大
師生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將國家
發展的歷程娓娓道來。有博士生表
示，肖緒文給他帶來了全新的思考
角度與觀念，讓他明白國家建設的
方向；也有碩士生笑言雖然不完全
明白「技術性」的內容，但對講座
提到複合型人才對國家發展極為重
要，很受啟發。
港大機械工程系博士生賈同學表

示，肖緒文從宏觀角度詳細介紹了
國家建設的整體現況，並為中國建
築提出了很有意義的、具技術含量
的建議，「我們從講座中了解到，
國家在建設過程中已經解決了很多
問題，而肖院士提出了智能化建造
的必要性，國家可以從這些角度中
找出繼續『發光發熱』的地方。」
港大經管學院碩士生王同學表

示，肖緒文予人感覺平易近人，從
中得到不少啟發。她笑言，由於自
己並非唸建築出身，不少技術性的
內容也較難理解，「但肖院士提到
建築業要與不同生產業融合，社會
需要複合型人才。我較為熟悉的金
融業也是如此，也需要與不同技術
融合，今天來聽講座也是挺值得
的。」
王同學表示，環保議題是大勢所

趨，她對講座中有關綠化、碳排放
的內容很感興趣，認同國家在發展
建築與環保之間要取得平衡，「國
家『十四五』規劃提到爭取在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相信中央政府作
出指示，就一定能夠完成目標，我
對國家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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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學表
示，肖緒文
感覺平易近
人，她從講
座中得到不
少啟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賈 同 學
（右）表示，
肖緒文的演
講讓他獲益
良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肖緒文介紹指，新中國建國以來，國家經濟發展造就了空前
的工程建設規模，中國建設能力及技術水平亦得到了全面

發展。他引述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建築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支柱
產業，2020年建築業總產值26.39萬億元，建築業增加值佔GDP
（本地生產總值）比重達7.2%；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
分別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及8.1平方米，增加至2019年的39.8
及49.8平方米，現時國家建設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質素。

速建超級工程 展初心信心雄心
他提到，國家於各個方面均展示了顯著的工程成果，「建造的
工期是反映建造能力的綜合性指標。」他舉例，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的工期為4年、武漢高鐵站為3年3個月、秦嶺終南山公路隧
道為6年、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為4年、北京環球影城主題
樂園為5年10個月，諸如此類的大型建設工程，均展示了國家的
建造能力日益提升，「一系列超級工程巍然屹立，見證了『中國
建造』的飛速發展，映射出中國製造『為國家擔責、為人民造
福、為世界建造』的初心、信心與雄心。」
他續說，國家科研經費投入力度不斷增加，企業科研投入佔總投
入的75%以上；自新中國建國以來，國內科技體制先後經歷了體系
的初建、科學技術的全面規劃、體制的改革及科研創新體系的構建
等階段。其中，深基坑施工技術、混凝土超高泵送技術、巨型鋼混
組合柱施工技術等，均能看到國家建設技術的明顯進步。
至於國家建設的未來發展，肖緒文指出，國家的綠色建造仍然
存在短板，在建築業的資源和能源消耗巨大的情況下，碳排放量
居高不下；智能化建造推動相對緩慢，智能化的基礎是工業化和
機械化，唯有改善建築業現存的大量手工作業、提高建築裝配化
率，才能提升智能化建造水平；工程建造管理相對粗放，導致工
程產品品質不高、資源利用不充分、精細管理不夠等情況。
此外，國家對外承包營業額近年呈下跌趨勢，反映企業適應國
際化管理規則能力不強、熟悉國際化市場和工程項目管理體系的
專業技術人才不足等問題。
他認為，建築業高質量發展必須貫徹落實國家綠色發展理念和綠
色化發展要求；建立智能建造的良好基礎、做好頂層設計，改變資
金投入碎片化方式。「建築業必須創新發展理念，創新建造模式，用
現代科技武裝建築業，堅定走好綠色化建造、精益化建造、智能化
建造及國際化建造發展之路，為中國建造贏得應有地位。」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等大型工程，展示國家建造能力日益提
升。 資料圖片

◀肖緒文認為，修建川藏鐵路的難度最高，極具挑戰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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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工程中國速度
工程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武漢高鐵站

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北京環球影城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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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入秋後出現新一波境外輸入
引發的疫情，短短一周已波及11個
省份。內地迅速採取極嚴厲措施應
對疫情，包括實施跨省旅遊「熔
斷」機制等，務求盡快切斷病毒傳
播鏈。內地的嚴格防疫操作亦提醒
本港，任何時候都不能對防疫心存
僥幸，要真正把防疫作為「頭等大
事」。只有切實將防疫做到最嚴最
好，切實符合內地的防疫要求，兩
地免檢疫通關才有希望早日達成。

內地昨日新增35宗新冠病毒本土
個案，過半患者在內蒙古，另外貴
州、甘肅、河北、湖南、陝西亦有
新增個案。由於今次疫情與跨省旅
遊活動有關，呈現多點散發特點，
病毒跨省大範圍傳播的風險上升，
內地各地政府已採取非常嚴厲的防
疫措施，北京、內蒙古、貴州、甘
肅及寧夏等五個省區市均已暫停跨
省旅遊經營活動，全國暫停經營旅
遊專列業務等。內地面對疫情反
彈，防疫果斷嚴格，值得香港高度
重視、認真借鏡。

首先，疫情傳播風險仍大，防疫
稍一鬆懈，疫情即捲土重來，必須
防止「防疫疲勞」。疫情持續近兩
年，儘管各地廣泛接種疫苗，但病
毒傳播能力強，稍有鬆懈就會死灰
復燃。本港每日仍新增多宗輸入病
例，過往也有過輸入病例傳入社區
的教訓，政府必須切實做好外防輸
入工作，檢視收緊豁免檢疫的範

圍，堵塞病毒輸入的漏洞。
其次，真抓實幹，把防疫措施落

實到位。今次北京出現的多宗病
例，與一個打麻將群組有關。昌平
區有一對夫妻在內蒙古旅遊返京後
出現發燒等症狀，仍外出就餐及邀
請多人打麻將，最少五名共同打牌
的人先後確診。涉事夫妻已被當局
刑事立案偵查。違法者迅速受法律
制裁，才能發揮法律的阻嚇之效，
引導市民自覺配合防疫。

相較而言，本港 5 月曾出現一名
印度男子及其菲律賓女友涉嫌隱
瞞確診前行蹤，致多人感染新冠
肺 炎 。 但 兩 人 被 揭 發 隱 瞞 行 蹤
後 ， 當 局 並 未 第 一 時 間 將 其 拘
捕，在備受輿論批評多日後，才
將兩人緝捕，並控以違反《預防
及控制疾病規例》。本港嚴格按
照 防 疫 法 例 、 切 實 執 行 防 疫 措
施，才能確保防疫不留死角，增
強公眾的防疫意識。

第三，本港市民殷切期盼與內地
免檢疫通關，兩地正常通關的前提
是香港的防疫措施要做到滴水不
漏，通關條件必須全面滿足內地要
求。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表示，與內
地免檢疫通關是特區政府的「頭等
大事」，政府應坐言起行，講到做
到，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收緊
檢疫豁免、落實具追蹤功能「健康
碼」等各方面從速對接內地的防疫
機制，以利正常通關早日成事。

內地嚴格控疫提醒香港勿心存僥幸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發表重要講話
時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
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習近平總書
記的論述切中肯綮，揭示了民主發展必須從實際出
發、符合社會發展需要這個真諦。從香港民主政治
發展的具體情況不難看出，當所謂追求民主曾經被
當做政治操弄工具的時候，香港就陷入泛政治化的
泥沼，香港就不再是大家熟悉的營商樂土和樂業之
城；而中央主導走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完善
選舉制度，穩步推進各項選舉， 強化了均衡參與、
廣泛代表性、行政主導等香港民主政治特質和優
勢，就可以讓香港持續去除「泛政治化」沉疴，構
建符合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國際金融中心、經
濟城市的政治制度，從而實現優質民主的不斷發
展。

構建政治制度的根本目標，在於以制度的力量推
動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前發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獲
得感；而要做到這一點，民主政治的發展就不能脫
離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情況，不能也不可能遵循
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民主制度模式和標
準。無論從歷史演進還是實際發展看，香港最基本
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是一個國際金融經貿中心、自
由港，從來都不是所謂的「民主中心」、「政治之
都」。這是大多數港人的共識和國際主流社會應該
尊重的現實。

但過去相當長時間中，外部勢力和本港攬炒勢力
為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借發展香港民主之名，不
斷炒作操弄「真普選」、「符合國際標準民主制
度」的議題，令香港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所
有問題都被演繹成與「民主普選」相關，導致香港
社會撕裂內耗，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被嚴重阻滯，

甚至動搖香港的法治穩定，危害國家安全。這種所
謂的爭取民主，讓香港泛政治化氣氛完全壓倒任何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基本需要，營商環境受到嚴
重影響，很多基本的民生改善工作寸步難行。這樣
的所謂民主，是完全違背民主真諦的劣質民主。

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出發，中央主導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重塑了更科學、合理、民主的選舉文
化和政治文化。對選委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選
委會改為五個界別，既有原有的工商、金融界和專
業界等界別，又新增基層團體、地區組織、全國性
團體的代表，使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都能在香
港的管治架構得到充分代表；選委會除了原先的提
名和選舉行政長官職能外，還賦予選舉產生立法會
部分議員和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的新職能；立法會功
能團體的界別與選民資格也作出相應調整，更加符
合不同界別的運行特點，更利於界別民意的有效表
達。

香港選舉制度經過與時俱進的完善，有利於擴大
和保障社會各界均衡參與，更充分體現香港社會的
整體利益，有利於真正實現基本法規定實行行政主
導的政治體制，提升香港的管治效能。新選舉制度
通過選委會這個中心要件把幾場選舉有機結合，避
免了選舉活動過多過散導致的政治化後果，有效遏
止香港近年出現的激進化、民粹化、碎片化問題。
完善選舉制度，香港民主發展重回正軌，既符合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市
場的傳統和特點，有效保障營商環境不受泛政治化
損害，讓商界和國際投資者放心做生意；又可以通
過更加多元的參與，保障各階層、尤其是基層利益
受到更多更大的關注，民生改善將得到更有力的推
動。

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要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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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發展的思考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