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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過去
的春節假期，
筆者與家人乘
搭高速客輪回

到廣州過年。因為有之前的經驗，
所以今次提前準備好過關需要的核
酸檢測證明和內地入境健康申報
「黑碼」，基本上都能順利通行。
真正踏上廣州的土地真的讓筆者大
開眼界，畢竟3年沒有到過廣州，
不禁讚嘆國家的發展真是一日千
里！以交通為例，筆者依稀記得上
次到廣州時所乘坐的出租車都是與
香港一樣採用液化石油氣動力，不
過3年後，當地的出租車已經全面
改為電動車，而且在南沙區更看到
了全自動駕駛的電動出租車在路上
營運。此外，在市區除了出租車是
全電動之外，其他公營的網約車也
同樣全面實現電動化。在廣州市政
府的大力推動下，新能源汽車增長
快速，充電樁的建設也配套完備，
實現市區「5分鐘充電圈」。據政
府資料顯示，廣州新能源汽車與充
電樁的比例為3.46比1，而香港是
7.4比1。

相比之下，疫情期間，香港的
士只有一小部分從液化石油氣「進
化」至油電混合，曾經短暫出現的
電動的士最終也撤出市場。從與廣
州出租車司機的談話中了解到，廣
州市除了建設足夠的充電樁給予出

租車之外，部分車
型更有換電服務，
只需幾十秒就可以
完成更換電池繼續
投入服務，而且這
些服務更可以由司
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提前預約，省
卻了排隊等候的時間。

單單是綠色出行這方面，廣州
在過去3年已經出現了如此翻天
覆地的變化。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正是本港學生考察的最佳選擇，
不但語言和生活習慣相近，對於
學生日後職業發展更可以搶佔先
機。現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要
求學生在高中3年內至少需要到
內地考察一次。不過，要即時推
動跨境考察項目並不容易。以我
任教的學校為例，原本打算帶中
五全級學生到內地進行考察，唯
整個策劃程序，包括設計行程、
出標書到報價等環節，需時數
月，在復活節起行猶如不可能的
任務，故此我校唯有延後今年的
考察活動，選擇在暑假前到附近
的大灣區內地城市進行考察。

作為「灣區人」，香港的下一
代不但需要親身體驗灣區內地城市
的發展，更要從內地城市的發展經
驗中「取經」，擴闊眼界同時建構
我們作為灣區人、作為中國人的身
份認同和歸屬感。

肥媽（Maria Cordero）在紅館
舉行個人演唱會，取得圓滿成功，
不但廣邀嘉賓開派對，更與粉絲面
對面，將歡樂、喜氣洋洋的氣氛帶
給市民，共度快樂的農曆新年。個
唱還沒結束，網絡上就已經好評如
潮，大家紛紛為肥媽點讚，有人感
慨地寫下留言：「肥媽演唱會，給
港人帶來了文化盛宴，特別是在疫
情後、再出發的當下，肥媽的歌
聲，格外溫暖和激盪人心。」

的確，肥媽作為香港的知名藝
人，是幾代香港人心中的文化符
號。她選擇在春節期間登台與市民
互動聯歡，本身就是一場文化盛
宴。演唱會名為「面對面」，切合
了香港在後疫情時代，市面復常並
迎來繁榮歡樂的熱烈期待。演唱會
為我們帶來的，是人心的凝聚、精
神的鼓舞、文化的融合、力爭上游
的幹勁，是當下香港城市發展不可
或缺的城市人文風貌。

人心的凝聚離不開貼地的藝術，
離不開心繫城市發展所需、鼓舞大
家齊心協力前行的藝人。肥媽就是
其中的突出代表。她精心選擇了不

同語種的歌曲，不論《大中國》、
《九月九的酒》，還是《恭喜發
財》和《友誼之光》，都唱到了市
民的心裏，唱出了喜慶，唱出了祝
福，更喚醒了觀眾們心中的家國情
懷。特別是一曲《光輝歲月》，更
是喚醒了很多港人對獅子山下精神
的深刻再悟，激發了內心對愛拚才
會贏、打拚有未來的堅定信心。

肥媽用歌聲傳遞正能量，為所有
在香港前行路上努力打拚的港人匯
聚正能量，這是城市人文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也是香港再出發道路上
寶貴的精神財富。香港從來不缺少
有創造力的歌手，更不缺少才華橫
溢的藝術家。肥媽在香港最需要鼓
舞的時刻，站出來、立起來、頂上
去，用歌聲娛樂大眾，用歌聲激發
生活下去的力量，值得一眾年輕歌
手借鏡。我們要明白，創作要靠心
血，表演要靠實力，形象要靠塑
造，效益要靠品質，名聲要靠德
藝。香港社會需要多一些像肥媽這
樣的藝人，積極歌頌真善美，以高
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處
世，為社會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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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丏智 香港華菁會理事

投入廣東高質量發展 共譜粵港合作新篇章
廣東省召開的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承擔中

國式現代化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是推

動區域突圍、融合發展的重要大會，不僅在新

春之際彰顯了全省拚經濟的高昂士氣，更為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大量機遇。香港必須

把握復常通關的契機，以其優勢全面參與廣東

高質量發展，在創新科技、專業服務、前海和

「北部都會區」規劃等做好各項對接工作，積

極推進大灣區建設，共同譜寫粵港合作新篇

章，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廣東省在兔年首個工作日召開全省高質量發
展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黃坤明在致辭中指出，廣東要以高質量發展的
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廣東的高
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大局、應對變局、開創新
局。

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三點啟示
大會透露，2023年廣東全省共安排省重點項

目1,530個，要確保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8%，年度計劃完成投資1萬億元人民幣。其
中，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廣東發展的重頭
戲，廣東要突出深化粵港澳合作，建立並協調
落實粵港澳大灣區重大事項、重大項目年度任
務的清單，以加快建設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和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為抓手，推動經濟社會
發展提質。目前廣東全省製造業總產值預計突
破16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廣東大批重點項目在
春節後陸續落成、開工，不少重點項目也跟香
港相關。高質量建設大灣區已是「十四五」規
劃的明確要求，大會大力推動大灣區建設，正

是對標國際一流水平，瞄準頂級灣區，打造世
界級城市群的重大舉措。

廣東召開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帶出3個重點
啟示：一是高質量發展是廣東經濟發展的重中
之重，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經濟體和廣東作為改
革開放排頭兵的優勢，在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
的體制機制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定能發揮強強
聯手的集聚作用；二是香港毗鄰廣東，「水漲
船高」、「近水樓台」，廣東高質量發展必定
帶動香港發展，粵港合作進入新台階；三是兩
地復常通關為香港注入國家發展源源活水，廣
東此時提出全力拚經濟，更是香港大展拳腳的
大好時機。

隨着廣東連串新政策措施進一步落實，廣東
經濟將迎來強勁反彈，為香港經濟復甦提供有
力支撐。香港參與廣東高質量發展，與大會新
政全面對接，加快打造引領國家高質量發展的
第一梯隊，是香港當前拚經濟的重要課題。正
如黃坤明在大會提出「面對百年變局中更多逆
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廣東如何化危為機、行穩
致遠？」「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

入發展，廣東如何搶佔先機、贏得主動？」等
「新春第一會」的「五問」，對香港發展同樣
發人深省。

結合廣東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香港要結合廣東

省經濟發展新動向，從中發揮自身優勢，積極
推進大灣區建設，這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
大路徑、必然選擇。

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部署建設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本次大會的重點政策
措施。香港必須不失時機，加快推進河套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投入營運，早日招商引資，
從海內外引進高增值的創科企業。同時，廣東
製造業正處在穩中向好高質量發展的態勢，廣
東製造業可利用香港的金融、創新和外貿平台
支持，配對協同發展，讓廣東在製造領域實現
新競爭優勢。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聯繫全球，專業求
精，法律服務、會計和核數服務、資訊科技相關
服務、管理及管理顧問活動、建築設計與測量服

務等專業服務發展成熟，與國際水平接軌，是高
質量建設大灣區的重要服務供應端。全省高質量
發展大會有關高質量建設的要求，注重經濟優化
和產業轉型，香港更須與廣東推動新一輪專業服
務協作和資格互認，爭取更多對香港專業服務開
放的政策措施，推動兩地規則銜接，以香港的專
業服務促進廣東高質量發展。

發揮前海南沙重大平台作用
發揮前海、南沙重大平台作用，是今次廣東高

質量發展大會的一個重點亮點。因應大會出台的
措施，特區政府須對深港和穗港合作的形式進行
更深入探討，開創兩地合作新格局，包括訂立更
進取的輸入人才政策，以廣東高質量發展為號召
積極吸引人才透過香港在前海和南沙參與廣東建
設；完善「北部都會區」的宏觀對接規劃，以基
建先行思維全速推展《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內
載列的各項鐵路基建等項目。香港用好「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特殊定位，投入廣東高質量發
展，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定能為國家高質
量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穆家駿 中學教師 全國青聯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美國前眾議長佩洛西去年8月竄台時，令台海緊張關係
升至最高點，如今傳出美國國防部正為新任眾議長麥卡錫
今年春季竄台做準備，已進入行程規劃的早期階段。在中
美嚴重缺乏戰略互信的背景下，一旦麥卡錫竄台，勢必進
一步「掏空」美國的「一中政策」。然而，蔡英文日前去
函教宗，稱「兩岸兵戎相見絕非選項」，可見台海本來和
平穩定，蔡英文卻不斷借外部勢力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這
才是台海不安的根源。

若麥卡錫竄訪台灣，是對大陸的又一次嚴重挑釁。去年8
月佩洛西竄台，一度引發中美關係緊張，直至中美元首去年
11月在印尼峇里島會談，雙方才表達管控分歧、尋求共識
的善意，兩國外交、經濟高層對話陸續恢復，魏鳳和、奧斯
汀兩位防長也在柬埔寨會談，兩國的經濟與外交的對話成效
有所好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於2月5日至6日出訪大
陸，屆時將與新任外長秦剛會面，驗收去年習拜會面的成
果。整體看來，中美競爭並未緩和，而是雙方都有意願節
制，不讓衝突升高以至於失控。然而，布林肯日前出席芝加
哥大學的一場活動時稱，美中的緊張關係已有所緩和，但坦
承台海議題仍是分歧焦點。布林肯的表態與麥卡錫計劃春天
竄訪台灣，信息非常不相稱，有極大矛盾之處。

蔡英文將台推向險境
更過分的是，蔡英文當局透過在美游說團體，不斷推動

《台灣政策法案》，法案即將在美國國會審查。美國眾議
院新成立的「中國特別委員會」，正研議3月可能到台灣
舉行有關台海兩岸情勢的聽證會，了解美國如何在軍售等
方面協防台灣。上述刺激台海緊張情勢的行為，反映蔡英
文當局正一步步將台灣推向險境。

據了解，去年9月台立法機構負責人游錫堃的代表親赴

華府送交邀請函邀麥卡錫竄訪台灣。但邀麥卡錫竄訪台灣
此等大事，不可能沒有經過蔡英文同意。這等同蔡英文拍
板讓游錫堃邀麥卡錫竄台。麥卡錫位階高居美國第三號政
治人物，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蔡英文當局可以藉此大做
外宣文章，顯示「在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並不孤立」。賴
清德日前就任民進黨主席後，未來競選台灣領導人已成定
局，賴清德當然也企圖博取美國的信任。麥卡錫竄台，民
進黨當局勢必會安排會見賴清德，塑造美國支持民進黨的
形象，為民進黨在2024大選中加分。

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訪問大陸前夕，美國副助理國防
部長蔡斯與中共中央軍委會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宋
延超舉行對談，中方向美方提及麥卡錫可能竄台的訊息。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核心的關鍵，對中方而言有所謂
「紅線」，美方也希望有「護欄」，當中美雙方都認知到
要進入彼此的長期博弈，「紅線」或「護欄」的設定顯得
更重要。

大陸的警告須高度重視
儘管拜登深知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強勁，沒有必要與麥卡

錫及反華鷹派勢力作對，但也不應一再坐視或放任美國眾
議長竄台之事一再發生，造成配合蔡英文當局引發美國政
客竄台、為「台獨」撐腰之印象，持續掏空美國的「一中
政策」，這是一再挑戰中美關係的「紅線」，大陸絕對不
能接受。

不少大陸軍事專家分析，若麥卡錫竄台，大陸將採取比
佩洛西竄台「更全面震撼的行動方式」，可能採取「更常
態化方式」解決，反制蔡英文當局挾美謀「獨」，讓美台
都知道台海問題「絕對不容挑釁」，有關警告值得高度重
視。

台美勾連是台海不安的根源
潘錫堂 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迎來兩地實現首階段免檢疫通關後的首
個春節，香港商場的營業額飆升了30%。不
僅餐飲、零售業表現暢旺，玩具、鐘錶和
家用電器業也有不俗表現。各行各業的復
甦向好，如同為香港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
活水，經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

香港在這喜氣洋洋的新春過後，開始踏上振興與復甦的新
征程。據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估計，隨着內地逐步放寬防疫
政策，跨境陸路運輸有望在2月至3月回復正常，香港對內
地的出口會溫和回升，香港出口可望增長5%。在金融方面，
隨着國家進一步大力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互換
通、人民幣港幣雙櫃台、將在港上市的外國公司納入南向通
標的範圍等利好金融措施陸續推出，香港作為璀璨耀眼的亞
洲金融中心將再度令全球矚目。今年，特區政府官員會增加
外訪，向外界介紹香港優勢、說好香港故事，同時亦會舉辦
不同會議，邀請國際友人親身來港考察。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新年賀詞中，字字鏗鏘地指出：
「明天的中國，力量源於團結」，「十四億多中國人心往
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同舟共濟、眾志成城，就沒有幹不
成的事、邁不過的坎。」背靠祖國、在國家強大發展動能
帶動下的香港人，也要同全國人民一道踔厲奮發、團結前
行，為香港再開新篇，為香港再創輝煌。

香港實現由亂到治，正邁向由治及興。今日的社會穩
定，成果得來不易。在新的征程上，為建設健康、活力、

關愛、共融的宜居香港，更需要香港各界高度團結，與特
區政府一路同心，做好如下工作：

一、特區政府要不斷完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增
強治理效能，把香港建設好。以實際行動維護基本法權
威，為特別行政區竭誠奉獻。

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用好香港的特殊地位與優良
條件，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國家各
戰略，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
力。

三、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創造
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解決巿民住房等問題，提高巿民的
生活水平。

四、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全體香港巿民大力弘揚以愛國
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繼續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息、善拚敢贏的優
良傳統，共同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五、關心關愛青年人。繼續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
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幫助廣大
青年解決學業等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
會。

新的一年，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邁上奮進新征程的一
年，也是香港全面復甦、為建設宜居香港開新篇的一年。
為此，香港應團結一心，凝聚合力，增強香港「興」的動
能。我們堅信，明天的香港，團結定會再創奇跡。

新年新征程 團結開新篇
莊紫祥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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