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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非「一言堂」 愛國者應積極參選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於 10 月 30 日展開，連日

她歡迎議員監察政府施政，以達至良政善治。這

來陸續有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積極報名參選。行

次立法會選舉具指標意義和示範作用，新選制落

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

實了「愛國者治港」、公平公正，參政議政有更

確保「愛國者治港」，絕不是把立法會變成「一

大的發揮空間，各界人士應以香港整體利益和民

言堂」；任何人不論政見，只要是愛國者，都可

意為依歸，參選立法會為港為民辦實事，推動香

以依法參選、依法當選，加入香港的政治體制。

港開啟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目前，報名選委會界別的參選人有多人是全
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全國性團體代表，以
及中小企業界、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界別的
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兼顧各界別、各階
層、各方面利益。其中，多位上屆立法會議
員，現在轉戰選委會界別，顧大局育接班，讓
出位置培養更多地區直選新人。截至 11 月 8 日
晚，立法會換屆選舉已收到 110 份提名表格，
相信在本周五截止前，仍會收到更多提名表
格。

維護憲制秩序 提升管治效能
今次是新選制下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選舉投
票將於12月19日進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繼

日前呼籲有志之士把握機會參選後，昨日表
示，落實新的選舉制度可以切實提升香港特區
的管治效能，她再次呼籲無論參選、提名或投
票，都要積極地參與，共同為香港建立一個好
的、完善的立法會制度。
立法會作為特區主要建制機關之一，其換屆
選舉關乎憲制秩序的維護和管治效能的提升，
重要性毋庸贅言。經完善的選舉制度下，立法
會議席增加至 90 席，大大擴闊光譜，擴大了社
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以及更廣泛的代表性，
使更多有志之士可參選。作為完善選舉制度後
的第二場選舉，且作為三場選舉中規模最大的
一場選舉，這次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更具指標意
義和示範作用。

終結內耗空轉 解決香港困局
良性競爭是立法會選舉的應有之義，任何
人只要是愛國者，儘管社會地位不同，但同
樣有參政機會和權利。選舉不是「政治酬
庸」，議員席位不可能「論功行賞」，能不
能當選最終要看選民意見。有社會人士發表
文章指出，對於這次立法會參選人來說，原
來要敢於同反中亂港分子鬥爭，現在則要敢
於與其他愛國者競爭，若幻想可以「躺平」
當選，既不現實，更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有
民意調查也顯示，香港的政治大環境明顯好
轉，民意普遍相信新選制公平公正，也希望
立法會選舉通過良性競爭，聚焦改善經濟民

香港營商前景機遇無限

!
1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式，一直得到國家的保障和支持。因
此，中央才會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
亂、撥亂反正、重回正軌，降低香港
的政治不穩定性，減低營商的風險。
香港未來的形勢不止於重回正軌，而是會走上新
的台階，面向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十四五」規
劃明確支持香港推動「八大中心」發展，反映香港
不止在優勢產業方面得到鞏固，更有不少新的產業
發展空間，這些都是值得外商關注的新領域。
香港自身發展，結合大灣區的國際戰略，將步入
新的時代。近日備受關注的「北部都會區」，將全
方位配合大灣區發展，逐步形成香港「南金融、北
創科」的發展格局，尤其是包括河套區創新及科技
園在內的新界北地區發展成創新科技走廊，打造
「新界北小矽谷」，吸引全球創科資源和海內外頂
尖科技人才集聚。這些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巨大潛
力，有遠見的國際企業更不應錯過。
當前，外資在港營商的最大難點已不是政治因
素，而是實際的「通關」問題。對於商界而言，疫
情所造成的不確定因素，會大幅增加在港的經營成
本。故此，香港要盡快做好防疫，尤其是在疫苗接
種、疫情通報方面加強工作，爭取早日「通關」，
這樣才能增加外商對香港的信心，鞏固香港國際經
貿中心地位。

M+

要成香港軟實力推廣平台

政府統計處公布《2021 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
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今年以香港作地區總
部的美資公司有254間，較去年同期282間減少約一
成；日資公司則有210間，減少接近8%。
香港近年的政治環境經歷了重大變化，尤其 2019
年的修例風波，嚴重衝擊香港秩序，暴露了香港的
國家安全隱患，引起商界關注。
根據報告，以香港作地區總部的外資公司總數，
由 2019 年高峰的 1,541 家，跌至 2020 年 1,504 家，
2021 年延續跌勢，2 年間合計跌約 5%。香港國安法
落實初期，部分外商也不太清楚條文內容，難免會
對香港營商環境產生顧慮。然而經過一年多，我們
可見條例主要針對反中亂港勢力，以及損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香港國安法「一法定香江」，再配合今
年完善選舉制度，創造了更健康的政治環境，對商
界而言是由亂轉治的好開始。
事實上，歐洲企業在港設立地區總部在2021年未
有太大升跌，英資公司按年上升約 5%。我們認為，
要評價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不應只局限於一時的
變化，更重要的是着眼於國家的總體國策。
2017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確保「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國家一
直不會變的目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美台屢觸大陸紅線只會自招惡果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拜登在慌亂中打
「台灣牌」
拜登上台以後，打「台灣牌」的特色，第一是玩
兩面手法。一方面聲稱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不
變，一方面不斷做衝擊紅線的舉動，還狡辯美國理
解的「一個中國」政策與北京的不同。拜登在10月
21 日「失言」表示美國有「防衛台灣」的承諾，說
完後白宮馬上作出澄清，指美國「對台政策未
變」。今年 8 月拜登在新聞採訪中說過同樣的話，
表示如果台灣遭到「入侵」，美國將會作出「回
應」。接連兩次「失言」，顯示拜登不是偶然的犯
錯，而是實實在在地玩兩面手法。第二個特色是，
企圖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搞「兩個中國」或「一
中一台」。這其實不是美國的新策略，但是拜登政
府也想「翻新」 。10 月 26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發表聲明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體系。事實上，世
界上 180 個國家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凡是要投票，

美國都會輸。
筆者認為，拜登政府這些毫無勝算的昏招，透視
出其內心的慌亂和焦躁。事實上，拜登政府上台十
多個月來，遏華政策處處碰壁，內部矛盾四起，民
意不斷下降，直接影響民主黨在中期選舉選情。為
了轉移視線，拜登胡亂出招。在這個背景下，台灣
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也配合美國，精密部署接
受美國 CNN 專訪，爆料美軍人員協助訓練台灣軍
隊。島內評論指出，蔡英文這樣做，一是要借美軍
為「台獨」勢力壯膽：二是要借美軍阻嚇大陸解放
軍。而且，蔡英文可能有更長遠考慮，是企圖促使
美國放棄台海的「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表示美國
一定武力協防台灣，並進而妄想美國放棄一個中國
政策，完全倒向台灣。

蔡英文藉兩岸議題爭選票
民進黨內近期大爆「抓間諜」醜事，創黨主席江
鵬堅也被指是「特務」，而民進黨民意代表黃國書
也被迫承認當過「線民」而辭去所有公職；國民黨
乘勝追擊發動四項公投，包括反萊豬、藻礁、公投
綁大選及重啟核四等，調查顯示藍營得勢；加上台
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20到24歲年輕世代對蔡英文
的支持度，由93%降到 45%。以上種種，都使蔡英文
感到不安。這個形勢發展下去，明年縣市長選舉民
進黨必定慘敗，甚至 2024 年大選民進黨也可能大位
不保。所以蔡英文困獸猶鬥，企圖爭取島內大選選
票。
對於這一個形勢，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回應：「不
動如山，動如雷霆」，表明北京對於國際和台海局
勢心如明鏡。筆者認為，大陸不會輕易地改變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基本方針，因為這是最
符合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也利好島內民眾。但
是，對於超越紅線的實質法理「台獨」，解放軍必
定會按照《反分裂國家法》果斷出手。同時，國台
辦也開出「台獨」頑固分子清單，既是有步驟進行
回擊，更是表明統一不會無限期拖延。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聞聲多時的西九文化
區視覺文化博物館 M+即
將開幕，33 個展廳及展
覽空間展出 1,500 件 M+藏品系列，香港
居民可在一年內免費預約參觀展覽。
博物館的概念最早在 2006 年提出，
當時是具有前瞻性的，希望打造一個兼
具戶外和室內空間的博物館社區，以靈
活多變方式，展示 20 至 21 世紀的視覺
文化作品。這對推廣香港文化藝術軟實
力是一個大好契機。遺憾的是，從 M+
概念成形到動工興建再到博物館落成開
放，歷時超過 10 年，管理架構人員多
番更換，其間更爆出超支風波及作品爭
議。
香港的文化影響力曾遍及東南亞，但
十幾年間，世界瞬息萬變。筆者認為，
香港要重新建設自己的文化定位，在藝
文基建發展邁向新里程的同時，透過提
升運營戰略管理推進軟件發展，重新展
現香港的文化軟實力。

提升運營管理及戰略部署
好的企業或機構，其運營管理必定結
合戰略部署，使之有效完成總體戰略目
標。
在 M+的建設發展過程中，時間跨度
長，未知因素多，涉及的部門架構協調
複雜。從公共管理角度而言，運營管理
方面顯然有改進空間。如今，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新班子就位，M+開放在即。筆
者期待，博物館未來的發展管理，能以
運營管理的四大目標為本，提升管理效
能，務求做到高質量、高效率、高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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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配額應優先給跨境學童

近日，為了轉移內部矛盾，美國以及台灣當局都
故意激化台海緊張局勢，一些國際媒體也推波助
瀾，炒作「T-Day：台灣戰役」，對大陸對台動武的
情境進行兵推。事實上，對於當前台海局勢的最準
確解讀，是大陸國防部發言人說的八個字「不動如
山，動如雷霆」。筆者的理解是，大陸高層以及解
放軍對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台海風雲變幻，瞭
若指掌，心細如髮，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以中華
民族的最大利益推進兩岸統一進程，一切部署按照
自己的節奏走，不會隨人家起舞。大陸適時公布頑
固「台獨」分子清單，就是一個標誌。一旦島內
「台獨」勢力勾連外部勢力衝破紅線，大陸必定給
予「雷霆萬鈞之力」打擊，並加快統一進程。
「以台制華」，是美國長期以來的遏華戰略。之
前的特朗普政府為了配合對華貿易戰，也將打「台
灣牌」作為對華極限施壓的策略。特朗普任內瘋狂
對台軍售，同時瘋狂提升美台官方關係，甚至要派
美國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訪台，只不過在飛
機起飛之後怯於解放軍的反擊而倉皇取消。

生、為民謀福。
過去在議會的種種亂象、政治紛擾，導致
香港內耗空轉。完善選舉制度正是要撥亂反
正，從制度入手為香港解困局。完善選舉制
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原則只有
兩項條件，即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參選人在這兩項條件下，可來自不同政黨、政
治理念、階層和背景等，可以批評政府，可持
不同意見。只需要符合基本參選條件，都可以
參選。
立法會非「一言堂」，有志服務社會、推動
香港發展的人士，當仁不讓，宜抓住時機，踴
躍報名參選當選，為港為民辦實事，推動香港
開啟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應、低成本。
香港回歸前，幾乎沒有
整體的文化政策。回歸
後，特區政府部門改組，
但「康樂」仍優先於「文
化」。多年來，文化藝術
政策零散分布在不同部門之間，香港藝
術發展局的角色似乎更像是文化藝術活
動的主辦方而已。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
融城市，文化藝術的長遠規劃政策更一
直被忽視。

立足香港 面向世界
建立國際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
間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軟件
發展。對 M+自身發展而言，應把握香港
作為中外文化薈萃的特點，立足香港、
面向世界，加強與海外及內地文化交流
合作。對整體文化藝術政策而言，香港
要盡快成立文化局，整合統一文創產業
和文化事務，並為香港訂立長遠文化政
策規劃。
M+概念提出之時，香港剛回歸 9 年；
博物館開放之時，香港已開始籌備回歸
25 周年系列活動。香港應繼續延伸「博
物館+」的概念，發展不僅僅「人有我
有」，更應推廣真正屬於自己、有香港
代表性的文化藝術作品與品牌。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
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香港
的文化事業打了強心針。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亦將在明年落成開幕，香港必須把握
此重要節點，急起直追，真正在當代國際
舞台上展現香港的文化軟實力。

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香港與內地免檢疫
「通關」如今終見曙
光，據悉，「通關」人
數每日設置配額，並須使用「健康碼」
系統。本文下筆之際，未見政府把跨境
學童列入「通關」對象之中。新冠疫情
下，本港經歷了停課、復課、再停課的
日子，但復課安排仍然未能覆蓋跨境學
生。跨境學童上課脫節，差不多兩年未
能參與面授課堂，學業難免受影響。再
者，跨境學生因疫情關係暫時無法回港
上課，或許影響學校未來的規劃，受疫
情影響不排除新學年有跨境生放棄學
位，加劇本港未來學齡人口持續下跌的
問題。這些問題當局必須正視，盡快解
決。
特首早前表明，若然每日容許大量
跨境學童往來兩地，會令中央擔心。
然而，辦法總比困難多，建議初始可
讓部分學童有限度「通關」。按教育
局今年 6 月回應立法會的數據，2020/
21 學年按分區劃分的就讀本港幼稚園
及中小學、但居於內地的學生人數近 2
萬 7 千人，涉及 825 間學校。有志願團
體表示，因疫情關係，約有一至兩成
跨境學童搬到香港暫住。按此保守推
論，如要全面讓跨境學童復課，每天
便會有至少 2 萬名學生出入境，當中牽
涉極高風險。要降低風險，方案未必
能擴展至全部 2 萬多名跨境生，但可考

慮首先讓部分高中學生
回港上學。去年 6 月，
經深港兩地政府協調
後，香港教育局安排了
約 2,500 個名額給中三至
中五級居於深圳的跨境
學生，以由關口「點對點」接送至學
校的方案到港復課，雖然只進行 18 日
便停止，但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創新
經驗，兩地政府可以朝同樣方向研究，
例如讓中學生先復課，嚴謹記錄數據，
確保零感染，讓中央放心，之後逐步讓
跨境學童全部「通關」。
特區政府可與深圳市領導溝通，訂定
恒常性機制，給在內地跨境學生提供支
援。既然短期內未能讓所有跨境學生回
校，內地的學習支援就更為重要。支援
包括學業及心理上兩個層面。教育局已
委託承辦機構開辦「心理社交支援課
程」及「學習支援課程」，但長遠而
言，要保證教學質素，老師人手是關
鍵。現在北區有超過 1 萬 2 千名跨境學
生，影響近 100 間學校，當中有學校只
有少於一半學生能回校。當局可以按學
校意願和需要，安排部分老師到深圳照
顧學生或教學，支援更多學校在深圳設
立教育中心，以「分校」的概念助跨境
學童上課，提供學業及心理上的跟進、
輔導，以讓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重回正
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