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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12月19日舉行，然而來
自反中亂港勢力的敵意從未停止，除了對新選制
大肆抹黑外，一眾潛逃在外的亂港勢力更是妄圖
干預選舉。身背多項控罪潛逃澳洲的逃犯許智
峯，上月於社交平台上發布所謂的「如水計
劃」，煽動市民投白票。另一潛逃英國的丘文俊
亦在社交網站發帖，鼓吹「全民杯葛選舉」。廉政公署宣布通緝
許、丘二人，市民必須明白，在選舉期間煽動他人投白票，屬於
嚴重的違法行為，必將受到嚴懲，切勿以身試法。

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極具優越性，保證了各界別的均衡參與
和廣泛代表性，選舉的各個環節都展示了不同階層團結、包容、
和諧的社會氛圍。今次的選舉，每一個環節所有的候選人都全力
以赴，即便政見不同，他們也都是從香港利益出發，真正「為民
服務」。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正在回歸正軌、由治轉興，市民更
應保持清醒，以正確的投票行為，和候選人共同「反干預、反破
壞」，共同為香港的美好未來盡力。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黃之鋒等人相繼被捕，外國勢
力在香港培養的代理人的政治能量大為減弱。正因如此，敵對
勢力更想方設法破壞選舉。其實無論是唱衰選舉，還是煽動投
白票，種種行為背後的實質，都是想破壞香港的選舉，動搖國
際資本對香港的信心。

「煽動、呼籲、組織」他人投白票，是嚴重違法行為。許智峯
等人一面潛逃海外，乞求外國庇護，一面又仗着自己身在海外暫
不會被抓，無恥地煽動香港市民違法，實在卑劣，香港市民一不
小心轉發貼文，就會掉入「陷阱」中。因此大家必須擦亮雙眼，
切勿受煽惑，否則就正中「反中亂港」分子的奸計，被當成「棋
子」使用。

政府一方面要加強對市民的宣傳教育，鼓勵投票選出愛國治港
者。另一方面要事先做好充足的準備，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社會各界應該齊心協力確保立法會選舉的
順利完成，為了自身福祉積極投票，選出德才兼備者進入管治架
構，扭轉過去立法會不良的議事風氣。

新立法會將重視建設關顧經濟民生
過去幾年，立法會因反中亂港分子瘋狂「拉布」，香港在土地房屋和創

新發展上已錯失太多時機，市民需把握今次換屆選舉迎來香港由亂及治丶

選出賢能愛國治港者的契機，踴躍投票，讓新立法會議員發揮助力香港新

發展的重要功能，大力支持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和創科事業發展，

推動香港在高質量發展上迎頭趕上、超前發展。工商界作為支持香港繁榮

穩定重要一環，更要積極參與香港新建設，以更多經濟民生成果展現新選

制正能量，讓市民分享到新選制的紅利。

梁亮勝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今次立法會換屆選舉是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重要里程碑，發展成為選舉重要主題，
有別於以往的劣質競選環境，不再有惡意抹黑
和人身攻擊，有競爭有質素，候選人認真比拚
政綱。社會各界對香港即將迎來革新優化的立
法機關充滿期待。

肩負推動發展「北都區」創科重任
過去幾年，反中亂港分子逢中必反、逢特區政

府必反，把「拉布」流會當作打擊特區政府管治
的工具，無所不用其極。大量事關經濟發展和市
民福祉的經濟民生議案被一拖再拖甚至夭折，導
致諸多事關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政策遲遲無法落
地見效。市民不會忘記，特區政府多年前提出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釋出大批土地作建屋之用，反
中亂港分子在立法會針對東北發展撥款瘋狂「拉

布」，香港的建屋大計不斷延誤。推動創新科

技發展，為香港整體發展提供動力成為各界共
識，但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一再被「拉布」狙
擊，拖延了整整3年始告成立。香港今日的土地
房屋供應量遠遠趕不上市民需求，創新科技發展
需要大力追落後，許多重大機遇被白白錯失，市
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改善，香港已為此付出沉
重代價，市民扼腕嘆息。

完善選舉制度後，有熱誠有能力的愛國者透
過選舉進入立法會，議會回復理性議政，香港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更有條件集中精力破解各
種突出民生問題，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並抓
住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機遇，實現新的
更大發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
「北部都會區」規劃，以及達至港深更緊密合
作的「雙城三圈」概念，展現發展戰略思維的
突破，大力推動開發房屋土地，提速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其中，創新科技作為經濟引擎帶領

「北部都會區」發展，能夠開創15萬個創科職
位，基層和青年市民是最大受益者。本月即將
誕生的90位立法會議員，將可發揮新選制的制
度優勢，肩負推動「北都區」建設、支持創新
發展的重任。選好90位議員，具有推動香港發
展提速超前的重要意義。

工商界盡心出力振經濟惠民生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新選舉制度的建立，為

香港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香港終於
迎來由亂及治重大轉折，開啟了全面貫徹「愛
國者治港」的良政善治新時代。今天的香港，
面臨巨大的發展機遇，市民對香港新發展有很
高期待。香港新發展形勢，已經賦予立法會新
的時代任務。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產生之後，過
去很多因為「泛政治化」拖延的經濟民生問
題，都可以提上議事日程，盡快推動落實。新

一屆的立法會將是一個重視建設、關顧民生、
守護「一國兩制」的立法機關。市民踴躍投
票，積極支持和參與這次立法會選舉，就是投
良政善治信任一票。大家應好好把握機會，共
同做香港新發展的見證者、參與者。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是經濟城市。工商界
作為香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香港經濟發
展、保持繁榮穩定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工商界
和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一樣，希望立法會議員團
結社會、凝聚共識、集中精力、提升管治、發
展經濟、造福港人。工商界長期聯繫國際，擁
有市場脈絡和全局視野，香港要作新發展，工
商界更要盡心出力，發揮行業優勢，積極推動
產業發展、創造職位、引入新技術，共同投入
「北都區」建設，多做港深合作的項目，推經
濟惠民生，讓市民分享到新選舉制度的紅利，
攜手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近期的世界競爭力評比，香港在全球
141個經濟體中排名下滑至第七，尤其
在「創新能力」一項評分最低，而且落
後於同為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創新
能力不足成為制約香港經濟發展的短
板。值得慶幸的是，特區政府決心加大
創新科技投入，驅使香港經濟結構從服
務型經濟體轉向服務加創新「雙翼齊
飛」，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如
今的關鍵是，在明確路向之後，如何探
索事半功倍的路線圖，並切實落實。筆
者認為，香港一定要摒棄盲目的優越
感，不能單打獨鬥，而要切切實實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創新科技一體化發展，打造香港特色的
「創新製造」。

日前，香港科技園公司宣布將其位於
大埔、元朗及將軍澳的三個工業邨重新
定位成「創新園」，並舉行了啟動儀
式。科技園公司指出，三個創新園旨在
推動「創新」的使命，結合科技與工業
發展，創造嶄新機遇，並將人工智慧及
機械人、數據分析及物聯網等先進創科
技術注入傳統行業。其中位於大埔創新
園的「醫療用品製造中心」即將啟用，
會為業界提供全方位支援，加快本地研
發及生產過程。創科局局長薛永恒於啟
動禮致辭時指出，創新園緊扣本地創科

生態圈的發展，推動高智能高增值的製
造業，並將研發成果轉化，為香港帶來
更多商機。香港科技園公司再工業化高
級總監姚慶良指，創新園其中一個理
念，是把本地研發的科技，作技術轉化
與量產化支援，最終更可增加本地就業
機會。

香港應與灣區優勢互補
從「創新園」的定位可以看到兩個關

鍵詞：一是「本地化」、二是「再工業
化」。

無疑，就香港這三個工業邨重新定位
的「創新園」，是合適的。但是，從香
港「創新製造」的全域看，若然只強調
「當地化」和「再工業化」，忽視如何
將香港的優勢與大灣區的優勢結合，則
未能揚長避短。事實上，國家在「十四
五」規劃中強調香港經濟發展要融入大
灣區，就是要以大灣區之長補香港之
短，以香港之長助推大灣區躍進。

大家都經常談到成功例子，就是深圳
大疆無人機公司。大疆在全球無人機市
場佔有率超80%，在全球民用無人機企
業中排名第一。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
大學就讀電子與電腦工程學研究生課
程；其在2006年畢業後，與兩位同學共
同創立大疆。2008年，大疆成功研發第

一款較為成熟的直升機飛行控制系統
XP3.1上市；2010年，大疆每月的銷售
額達十萬元人民幣；同年，香港科技大
學向汪滔團隊投資200萬，更成功研發
多軸飛行器。

此時，深圳市向大疆伸手，批出南山
區地鐵5號線留仙洞站地皮，為其大發展
奠定基礎。筆者一向認為，不必爭拗大
疆是香港的還是深圳的，反正就是中國
的。事實上，這正是香港優勢與大灣區
內地優勢結合的成功範例。

香港應專注研發
香港地價、樓價高昂，製造業斷代，

是否還能「再工業化」，筆者有所質
疑，因為這不是揚長避短，而是「固執
短板」 ，明明已經缺乏製造業的發展
條件，何不將製造放在深圳河以北，香
港專注做研發呢？

所以，香港將三個工業邨重新定位的
「創新園」，發展創新製造是一件好
事，但是，還需要研究如何和大灣區內
地城市融合發展，一方面要幫助園內的
研發公司去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置製造廠
房，或者匹配合適的製造公司；另一方
面，要把香港市場的大門向內地高科技
公司開放，形成百花齊放的生動局面，
不要再固守香港和內地的概念區隔。

大灣區一體化發展 促香港「創新製造」
劉瀾昌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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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將舉行，153名合資格候
選人角逐90個席位，有更多愛國愛港者願意為了
香港市民福祉站出來參選、更好代表社會不同持
份者發聲，將有助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既能解
決當前突出問題，也能綜合各方優良建議制定長
遠發展戰略，有助開啟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部分港人存在政治冷感，認為自己的一票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另有部分潛逃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煽動投白票、企圖拉低投票率
破壞選舉。積極參與投票，是每個選民的責任，各界應從法律角
度及公民權利、義務、責任幾方面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放棄
任何一位合資格選民的動員。

香港是法治社會，公民崇尚法治精神，反中亂港分子煽動投白
票，破壞選舉，與香港700萬港人的利益背道而馳。人心所向的
社會安定繁榮、市民安居樂業的美好願景，是否要因為別有用心
之人的企圖破壞行為而承受任何怠慢、拖延、不安定的風險？每
位合資格選民的投票權，恰恰是讓市民當家作主，讓選民「話
事」選出合適自己心意的候選人的最好途徑。杯葛選舉，放棄話
事權是愚蠢及幼稚的行為，全社會應當堅決抵制。

立法會肩負本港法律制定、修改，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
和公共開支，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等，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是
良政善治的基礎，而將愛國愛港的有能者選入立法會，是選民為
共建良政善治應盡的公民責任和義務。12月19日的立法會選舉
日，應當成為愛國愛港者的節日，各人以手中一票，為香港、為
自己、為下一代選賢舉能，推動立法會聚焦香港發展、增強香港
全社會團結穩步向前的力量，共創同享繁榮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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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穎怡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選委會委員近日，有一些歐美政客出於政治目的

鼓吹「抵制」北京冬奧會，更有甚者，
不僅呼籲政界人士不參與，甚至希望運
動員放棄本屆冬奧會，但受到本國奧委
會聲明拒絕。有趣的是，當這些政客將
運動場變成政治博弈的場所時，在美國
舉行的休斯敦世乒賽上，生於加州的美
國華裔乒乓球運動員張安與中國球手林
高遠合作默契、發揮出色，聯手在混雙
項目上斬獲銅牌，張安也成為自1959年
後首位踏上世乒賽領獎台的美國球手。

一邊是政客大叫「抵制」，一邊是運
動員跨國親密合作，其實由此已經可以
看出體育與政治兩者間存在的明顯邊
界。

首先，從奧運會的角度來看，運動是
獨立於政治的存在。《奧林匹克憲章》
中規定，奧林匹克運動中的體育組織應
保持政治中立，反對將體育運動和運動
員濫用於任何政治或商業目的。

可惜，近年來不少政客將運動場錯當
為自己撈取政治籌碼的場所，攻擊這
國、抵制那國，在不屬於自己的舞台上
「自high」。結果如何？近來與中國關
係急轉直下的立陶宛，有17名議員呼籲
本國政界人士、運動員和奧委會成員不
要前往北京參加冬奧會。但隨後立陶宛

奧委會表示，國際奧委會堅持政治中
立，各國奧委會都有義務參加奧運會。
由此可見，政客們恐怕連「卓越、友誼
和尊重」的奧林匹克價值都尚不清楚，
就匆匆將政治目的凌駕於體育運動之
上，實在幼稚。

另外，從運動員的角度來看，個人運
動生涯的黃金時期多數只有短短數年，
4年一屆的奧運會對他們來講是多麼珍
貴，為此付出的艱辛與努力政客們真的
有感同身受嗎？

前年，大馬拿督李宗偉含淚退役，許
多港人也跟着落淚，在社交媒體上為其
寫下感慨與祝福之詞。一位長年受傷病
困擾仍三奪奧運銀牌的運動員之所以苦
苦堅持，為的就是登上世界之巔的那一
刻。相信對於許多優秀運動員而言，參
加奧運會或其他頂級運動會，取得佳績
是他們職業生涯上的一大追求。若然政
客們基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以所謂
的「人權問題」為借口，阻止運動員衝
刺職業生涯巔峰，對付出多年的運動員
公平嗎？運動員的權利難道就應該被漠
視？

其實，不論是奧運會還是其他運動
會，其初衷都是為了促進和平、尊重、
公平和友誼。正如現任世界田聯主席塞

巴斯蒂安·科所言，國際體育是一股向
善的強大力量，不應被用作政府的外交
政策工具。

所以，在當前國際關係越來越複雜化
的情況下，體育這股強大的向善力量理
應指引大家更加和諧、團結。連今年國
際奧委會全會都投票同意在奧林匹克格
言「更快、更高、更強」之後，加入
「更團結」。這是奧林匹克格言百餘年
來首次修改，足見團結重要性。

50年前，中美在機緣巧合下開展了
「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動大球」
的歷史佳話拉開中美關係正常化序
幕。如今，中美關係走到又一個「十
字路口」，是充分合作還是加深分
歧，可說是世界頭等大事。此次，藉
着「乒乓外交」50周年紀念，中美球
手再續乒乓前緣，讓大家重溫歷史、
建立友誼、釋放善意。致力於中美友
好的人士都希望這能夠成為又一個良
好開端。

常言道，體育無國界。它不分種族、
不分語言，也無意識形態，是友誼的橋
樑。北京冬奧會本是一場增進大家友誼
的體育盛會。希望政客們能放過這片淨
土，讓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不要
再把運動場當成政治博弈場。

運動場不是政治博弈場
鍾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