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在1月12日
順利完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並回
應各位議員的質詢。整個會議歷時超過
兩小時，林鄭月娥回答了17名議員的
質詢，反映在新選舉制度下誕生的立法
會，開始成功邁向理性問政、為民做事
的新氣象。

綜觀整場會議，最令筆者和業界鼓舞的，是林鄭
月娥強調致力建立創科產業鏈，全面覆蓋科研、融
資、生產以至市場化，包括考慮在「北部都會區」
的新田科技城引進更多先進製造業，讓智能生產植
根香港。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已大大貢獻香港經濟
發展，也是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的重要力量。
2019年，生產性服務業佔實質生產總值42.2%，不少
服務業售賣的產品，其實就是工業產品，因此工業依
然對香港經濟有着重大貢獻。

再工業化是世界潮流，若香港的再工業化做得到位，
不但可以惠及從事工業、製造業的人士，更可為從事創
新科技的專業人士、青年打開一條壯闊的康莊大道，讓
他們在金融業等傳統產業外，投入大有前景的新興工
業，使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加多元化。

展望未來，筆者認為自己以至業界人士有不少重要
工作有待跟進。第一，就是代表業界提供發展意見，
以及表達業界的困難和訴求，爭取當局回應；第二，
在疫情之下，促使特區政府推出更多惠及業界的支援
措施，例如提供更優惠的借貸擔保計劃；第三，就是
監督、配合特區政府的工作，促進香港與內地盡快
「通關」；最後，就是協助解決香港一直存在的房
屋、扶貧等社會問題，同時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對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提出「五點希望」，包括要做高素
質的管治者、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筆者正朝着
這理想進發，盼望能在良政善治的新環境下，助力香
港由治及興。

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廣大市民共同受惠
完善選制後的首次立法會大會1月12日順暢有序進

行，各位議員履職盡責，客觀務實，理性問政，多元

辯論，集中精力謀發展改善民生，不僅充分顯示了

「愛國者治港」聚焦經濟民生發展的制度優勢，而且

體現了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機關的角色，展

現了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新風貌。在立法會新起點

上，行政立法良性合作將有更大作為，期待全體立法

會議員以更大擔當、更大決心，與特區政府一起解決

社會深層次矛盾，助力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造福香港市民，攜手實現良政善治新局面。

黃若虹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回歸以來的香港立法會出現了嚴重的運作失
靈，偏離基本法原意，反中亂港政客一再惡意
拉布，攬炒政府施政，扭曲憲制秩序，危害國
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新一屆立法會如何同
時承擔起監督與配合特區政府的憲制角色，如
何在政府和市民之間承擔起真正的代議民主功
能，怎麼把握分寸，如何發揮作用，如何擔當
責任，不同範疇和背景的議員如何將各種利益
結合協調，這些都是持續性的政治考驗。

空轉內耗得以終止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深圳會見部分立法會議員時，提出「五點希
望」，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強調要做行政主導的
體制維護者，要以「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

作為新型行政立法關係的行為準則。基本法確
立了行政立法關係制衡與配合相結合的行政主
導體制。然而，過去反中亂港分子以拉布和議
會暴力肆意破壞立法會運作，行政與立法關係
長期對立，立法會內耗空轉、社會管治效能下
降，香港市民是受害者。

新選制的一個特點，是強化了行政主導的政
治體制，真正實現基本法關於特區實行行政主
導政治體制的制度原意，提升特區管治效能。
立法會首次大會，運作順暢有序，議員積極踴
躍提問，會議更因此超時，林鄭特首特別多留
半個小時，盡力回應議員提問。這種高度聚焦
經濟民生事務的立法會，以謀求辦實事、辦好
事的務實客觀態度議事論政，一洗過去反中亂
港分子處處針對行政長官的惡劣歪風，是立法

會重回正軌的喜人現象，彰顯行政立法良性互
動、真誠溝通的重要意義，展示了特區憲制架
構下立法會的應有功能，高質議事加強了廣大
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在行政立法關係良性
互動下，各項發展大計可望提速落實，香港開
創由治及興的新局面，令人期待。

辯論火花依然四濺
社會各界樂見立法會顯露新風貌。值得注意

的是，立法會首次大會，不乏對依法施政力臻
完善的辯論火花，議員就不同事項多次追問行
政長官，包括表達市民對落實防疫政策疏漏的
不滿，希望政府嚴守「外防輸入」；要求政府
給出解決房屋問題的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建
議出台「解近渴」的房屋政策等等。這些辯論

火花，基於「是其是，非其非」的理性思考，
反映了愛國者追求良政善治、爭相表達市民心
聲的焦急心情，是「愛國者治港」的生動體
現。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煥發新光芒。今年是「十四
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同時迎接香港
特區成立25周年，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速
向前，步履必須更穩更好。夏副主席強調，香
港特區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立法機關，
與行政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而且重在配合
的關係。中央為選舉制度撥亂反正，新一屆立
法會首次大會良好開局，在全體立法會議員的
支持和配合下，特區政府施政更有魄力，更有
底氣，定能展現更大作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出席立法會答問
大會，闡述建立良性行政立法關係，並與
議員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防疫工
作等課題進行務實交流。我們欣見首次立
法會會議彰顯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新氛圍，
為社會和諧穩定提供新土壤，聚焦改善經
濟民生，助力香港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抓緊機遇。

行政長官強調行政立法關係的重要性。
在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基礎上，預期行政立法之間的配合程度將
會更大，立法會工作效率將會提高，有助
推動香港整體發展。事實上，在新選制下
產生的現屆立法會議員，來自不同界別、
背景，具有極高認受性和廣泛代表性，全
面反映社會各階層意見，也充分體現均衡
參與原則。

特區政府應積極透過新一屆立法會「五
光十色」的嶄新氣象，積極吸納社會各界

意見，有效回應議員質詢，形成良好健康
的政治生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促
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並推動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循序漸進發展。

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可
說是推動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
透過善用新界北部土地資源，香港的創科
產業將得到一個新的發展機遇。中總認
為，當局必須以廣闊的戰略眼光，充分發
揮「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潛力，既有利香
港內部需要，亦有助國家發展大局。

近年，全球城市的產業規劃均以科技發
展為主流，例如美國硅谷雲集眾多科技公
司、人才和投資者，成為了創新技術的核
心地帶。此外，各地政府也積極提升大城
市的科技產業含量，例如北京、深圳等地
方政府，把大量資金和政策投放到先進科
技產業，促進城市科技生態發展。在這世
界潮流下，特區政府應同樣着手進行科創

產業發展長遠規劃，可考慮把
「北部都會區」以「產城合
一」模式發展，建設成一個科
技產業城。

世界一流的科技城市均需要優質的高等教
育資源支撐。「北部都會區」可配合香港既
有的國際教育及人才資源、國家科技發展力
量，落實建設集「官、產、學、研」於一身
的科技產業城。特區政府更可利用河套區現
有的基礎，借助深圳強勁的產業實力和完整
的創科生態鏈，引入高增值產業，打造香港
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創新科技走廊。

經歷過去幾年社會動盪和疫情衝擊，香
港已撥亂反正，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助
推動經濟民生發展。行政長官提出未來工
作方向，為香港長遠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我們期待在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下，包
括工商各業在內的社會各界能積極參與
建設，共同為香港未來發展籌劃新方略。

迎來政治新風 打開經濟新路向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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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本月12日舉行首次會
議，特首也在立法會議事廳出席答問大
會。大會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議員有
序、理性議政，令人看到「愛國者治
港」的新風貌。本屆立法會任重道遠，
當務之急要督促和配合政府應對好新冠
疫情，也要抓緊時間，就土地房屋、經濟轉型、融入
大灣區等市民關切的議題找出方向，做出成績，回應
市民的期待。

在完善選舉制度前，每次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反
中亂港政客都會趁機在議會內興風作浪，通過侮辱官
員等手段挑起政爭，博取鏡頭，令正常的議事和問答
程序無法順暢進行。但新的選舉制度確保了愛國者入
局、反中亂港者出局，將劣質議會文化徹底清除，回
到了行政立法互相尊重、既監督又合作的正常軌道。

在本屆立法會的首次特首答問大會上，議員就市民
最關切的防疫措施、土地房屋、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等
議題對特首展開質詢，既沒有攻擊抹黑，也沒有敷衍
盲撐，而是實事求是地為民發聲，充分體現了新一屆
立法會「五光十色」、具廣泛代表性的特點。

眼前香港面對不少要務，首當其衝是做好防疫工
作。過去兩年香港逐漸摸索出既要做到大部分時間動
態「清零」，又能適應特區實際需要的抗疫方法。但
新一波疫情的出現，仍然暴露出在外防輸入、病毒追
蹤等方面存在不足，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督促政府修補
漏洞。

筆者親身接觸不少香港年輕人，無不對新一屆立法
會充滿期待。筆者在此希望，立法會可以展現高效
率、新風貌，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解放思路、找出
方法，彰顯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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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慧林
港區青海省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由全國港澳研究會等組織主辦的「『一
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研討會近日
舉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指出，檢
驗香港民主制度的標準，就是看它能否有
效維護香港憲制秩序，不斷鞏固香港憲制
基礎。他還強調，香港的民主制度及其發
展必須由中央主導。早前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發表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
展》白皮書，展現了國家推進香港民主制
度的決心。在香港民主發展上，我們要認
真體會中央政府的「一片真心」，同時要
認清外國勢力的「別有用心」。

過去，反中亂港分子一直將「民主」這
詞偷換概念，吹噓西方「民主」又好又
妙，而香港一直行之有效的制度則被抹黑
為「假民主」。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想過，
「民主」是為了什麼？什麼才是「好制
度」？如何真切地為香港社會謀幸福？

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早
已提出「安民利民」、「民貴君輕」、

「平政愛民」、「順從民意」等思想，認
為統治者只有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
此必須愛民、順民、安民、利民，「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民為
本，思市民之所思，憂市民之所憂，樂市
民之所樂，才是從政者安身立命之本。是
否國泰民安，市民是否能夠安居樂業，才
是量度制度是「好」是「壞」的唯一標
準。回想起來，反中亂港者高喊的「民
主」口號是否有建設性？他們真的是為香
港好嗎？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定必
明白箇中的道理。

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須符合基本法下
四項主要原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
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循序漸進；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中央察知香港實際情
況，通過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令香港由亂
及治、由治而興，這正正體現中央關心香
港，對症下藥，讓香港重回正軌。沒有任

何人比中央更想香港好。我們必須好好把
握這次由治而興的機會，走出一條符合香
港實際的、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道路，既符
合「一國」的大原則，且使「兩制」能準
確運行，這才是正途。

我們要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堅守「一國」原則，在憲法與基本法框
架下，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爭
取香港民主有序發展。推進民主就是推進善
治，推進善治就是推進社會繁榮穩定，民主
的根本就是為社會方方面面謀福祉。只要我
們為香港好的宗旨不變，只要我們務實理性
地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展現出過人的勇氣
和擔當，整個世界必定看在眼內，香港整體
的發展必定愈來愈好，那些立心不良的惡言
自然不攻自破。

粗製濫造的、膚淺的民主不是我們所希
望見到的。以民為本、高質量民主、全過
程民主、能夠達至善治的民主，才是我們
心馳神往的民主制度。

能夠為民謀福 才是優質民主
謝曉虹 全國青聯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明匯智庫副總監
文曦浚 明匯智庫政策研究助理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一個自由開
放的社會。每年有不少人移民到港，也有
不少人遷往外地，所以香港又被稱為「移
民城市」。近日，有反中亂港分子大肆渲
染所謂的「移民潮」，企圖製造恐慌，擾
亂人心。不過，社會狀況仍一切如常，特
區政府也對此抱持平常心，既沒阻撓離開
的人，也沒有刻意挽留。可見，反中亂港
勢力的圖謀未能得逞。

不少選擇移民他方的港人，景況其實甚
為「淒涼」。「淒涼」指的，不但是他們
在彼岸生活艱難，而且心態出問題。一般
而言，既然他們已選擇離開自己土生土長
的地方，到新地方過新生活，理應積極融
入當地，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融入當地

的朋友圈。可是，不少移居英國的「黃
人」，卻整天消費着香港，以「香港人」
的身份自居，戀棧往日在香港的日子，總
是把每天的香港新聞借題發揮，在社交媒
體發文抹黑、詆毀特區政府，藉此搞眾籌
或吸引付費訂閱。他們身處外國，卻總是
在當地「黃人」圈子混跡，甚至舉行遊行
示威，也以宣揚「港獨」和反華為主題，
最終引起了當地人的厭煩，鬧出了笑話，
丟了香港人的臉，甚是可悲。「黃人」幾
年前經常嘲笑新來港人士不會說廣東話，
批評新來港人士不尊重香港。那麼，當
「黃人」移民外地，他們又有否尊重過移
居的地方？這種「待人以嚴，律己以寬」
的「黃色」標準，其實早已見怪不怪。

這些「黃人」其實是激進
政治思潮下的受害者。他們被
極端思想衝昏頭腦，離開香港
這個福地，遷往外地卻無法融入當地。有人
說，所謂的「移民潮」是從實施香港國安法
後開始，但西方國家難道就沒有國安相關法
例嗎？在2019年，黑暴勢力最猖狂的時
候，守法的市民連基本政治表態權利也沒
有，人身安全完全沒有保障，社會秩序大
亂，公共設施大受破壞，大眾上班上學的途
中也時常受到干擾阻滯。在法治最敗壞的時
候，是「黃人」氣焰最囂張之時，當社會秩
序恢復了，「黃人」則不斷想生事唯恐天下
不亂。他們連基本的是非黑白、道德良知也
分不清，若要移民，隨他們去吧！

「黃人」在海外敗壞香港名聲
陳志豪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