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企招商局入圍

崔 寧

梁振英淡定緣於務實

社 評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總是帶微笑的形象
，昨日出現在香港亞洲電視台《事實
縱橫》節目中，以接受專訪方式，回
答了近來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一些重
要問題，開誠布公，敞開心扉。

在短短的半個鐘裡，梁振英充滿
自信，毫不迴避、無所不談。從現實
的奶粉短缺、住房建設，到未來政改
安排、爭取成為下一屆特首，甚至不
迴避極為敏感的所謂 「敵我矛盾問題
」 的指控，可謂坦蕩蕩。這充分體現
了他的務實作風和堅毅性格。

與梁振英勇於面對矛盾和 「急民
所急」 的務實作風相比較，社會上一
些反對派人士就相形見絀。也是在昨
天，以民陣牽頭，一些政黨和組織，
發動千把人上街遊行，將凝聚 「穩中
求變，務實為民」 理念的施政報告，
污衊為 「行騙報告」 ，並要求 「梁振
英下台」 。反對派利用休假日上街遊
行，發動千把個人向政府示威，在香
港早已司空見慣，本不足以一提。但
這些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類
似的行動，且不厭其煩。那些政黨和
人士，從梁振英一上任就開始跟新一

屆政府 「過不去」 ， 「倒梁」 成他們
的家常便飯。從梁振英為首份施政報
告落區諮詢時起，他們就無所不用其
極，製造混亂，破壞諮詢。施政報告
公布後，這些人又利用包括立法會在
內的各種平台，攻擊施政報告，說 「
空」 、說 「呃」 、說 「拖」 。

事實上，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
與其早前競選時的政策主張一脈相承
，又與隨後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彼此
呼應，形成一個體系，一個完整的系
統，不僅直面社會深層次矛盾，致力
於解決住房、土地、扶貧、老年社會
問題和環境治理，而且推出的政策亦
眼未來，故此多中長期規劃和對未
來的研究。正如梁振英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說的， 「政府正兌現承諾，亦不
斷有進展」 。

自上任以來，梁振英可謂歷經風
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他總是
能沉應對，克服困難，關鍵就在於
他有坦蕩態度和 「急民所急」 的務實
作風，且充分表現在施政上，使其得
以化險為夷，追求 「
穩中求變」 目標。

雙非童新界西撲學位
北區小一爆滿 家長主動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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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小一學位不足，有部分居住深圳的 「雙非
」或 「單非」學童家長，已考慮將子女送往新界西
升學。記者獲悉，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攜手入境
學童關注組，近日安排了近100名深圳跨境學童的
家長及其子女，赴天水圍區9所小學參觀考察，了
解辦學模式及特點。值得關注的是，參觀者除了
家住深圳西部南山、寶安，更有來自離北區較近
的深圳福田和羅湖片區的跨境家庭，比例高達
1/3。

新家園深圳中心社工陳麗華反映，多數跨境
學童家長對天水圍一帶的校舍了解甚少，由於今
年北區學校學位趨緊，部分家長擔心統一派位無
法 「中頭彩」，又聽說天水圍的校舍環境好，教
學設備也比較新，於是踴躍報名前往實地考察
，並與北區學校進行比較。

「雙非」家長張女士表示， 「若因北區學
位供不應求而未獲派學位，只能跨到他區讀書
。」目前5歲大的女兒就讀於元朗一家幼兒園，
當初為了找學校費盡周折。她坦言，搶學位固
然辛苦，平日跨境上學也要面對大量問題，例
如交通長途跋涉令小孩無法享受完整的校園生
活，她坦言後悔當初赴港產子。她也強調，寧願
讓子女返內地讀書，但現在卻處於接受跨境教育
還是內地高昂學費這進退兩難的處境。

張女士透露，目前深圳公辦小學已全面收緊
港澳籍生的報名政策， 「雙非」童只能在深圳上
民辦學校或學費高昂的國際學校。張女士希望深
港兩地政府能妥善解決問題，放寬政策，打破跨
境福利限制，讓港童在內地接受免費義務教育。

深圳公辦小學拒收港童
有業界人士稱，深圳公辦小學拒收港童，變相

為教育資源日趨緊張的香港北區增添壓力。業界建
議內地家長選擇小一學位時，可考慮學位稍為充裕
的屯門或天水圍區。有意見認為深港兩地應加強港
深西部通道過關配套，方便 「雙非」童到屯門、元
朗上學，減輕北區學位不足和疏導過關擠塞情況。

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社工蘇靜表示，考慮節省
交通時間，以及過關銜接問題，保姆車仍較方便，
北區因而成為居住於深圳的 「雙非」或 「單非」童
的家長首選，家住福田和羅湖的跨境學童若前往距
離邊境口岸較遠的地區讀書， 「跨境又跨區」的舟
車勞頓將成最大困擾。

「既然選擇赴港就學，就應接受原汁原味的香港
教育。」也有 「雙非」家長認為，教學質量
是其關注的首位，倘若獲派不到北區學位，
可能會 「孟母三遷」，從福田、羅湖，搬往
鄰近香港西部通道的深圳西區。

據悉，隨北區學校學位緊張，近年已
有部分元朗學校赴深招生。在去年9月深圳舉
行的 「深港優質教育展」上，有30多家參展
學校就來自元朗區，更有校長親自出馬，即
場推介學校。

【本報訊】家住深圳福
田的黃女士，其6歲女兒今年
9月將入讀小一，唯上水學位
供不應求。她指今年北區學

位申請率高達400%，能獲派學位如中 「頭獎
」，估計自己無望，故此已準備好女兒跨境
後再跨區，到大埔讀書。

年初，在首輪學校自行派位落選後，黃
女士再為女兒申請位於上水的李志達紀念學
校，主因地處住址附近，交通方便。雖然結
果在4月1日才公布，但她已預感無望。她說
，70%以上的深圳跨境學童都住福田、羅湖
，順理成章，都選擇申請北區的小學，這直
接導致該區部分學校申請率高達400%。

幸運的是，教育局今年把大埔的七、八
間學校加入名單，以供跨境學童選擇。黃女
士在第二志願選擇了大埔的學校。她擔憂學
校無保姆車配套，距離固然較遠，開支也相
應增加，而且更掛心。

黃女士強調無論女兒被派到哪間學校，

她都會讓女兒跨境讀書，因為本港國際性的
教育資源可以擴闊小孩視野。黃小姐的丈夫
是港人，小孩屬於 「單非」兒童。她說，跨
境學童來回兩地跑，但慢慢發現香港、深圳
兩地似乎不邊，福利均難以享受。

獲北區學位如中頭獎

【本報訊】跨境學童已增至1.7萬人，
學位供不應求固然令跨境學習路更崎嶇難
行，而家境困難亦是另一阻力。部分 「老
少配」夫婦，導致跨境學童活在單親、家
境清貧，書簿費無落的日子。

在深圳一家超市當售貨員的單親媽媽
黃女士，獨力撫養12歲的兒子愛明，兒子
在香港讀中一。黃女士的丈夫是香港人，
多年前因突發性疾病離世，留下給妻兒的
積蓄不多。

現時，黃女士在深圳當售貨員，每月
收入約2000元，每日工作10小時，從早到
晚，她說： 「回家已沒多氣力與兒子溝通
。」最令黃女士難過的是，兒子書簿費無
落。兒子曾再三詢問何時有錢買書，她
只多番推搪拖延。她表示，每當新學期臨
近，便要為買書本和學習用品煩惱，嚴重
影響他的自尊心。

黃女士選擇求助社會組織，新家園在
中央項目的支持下推出了 「跨境家庭兒童
助學金」，她成功申請到2000元助學金，
給兒子買新書。

深港間有上千跨境家庭因離婚或者丈
夫離世，存在內地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子女
，家境日趨貧寒，甚至依靠子女的綜援金
生活。這些內地單親媽媽不少尚未拿到香
港身份證，不能在港工作，不僅要養育子
女，又難以在深圳找到全職工作，薪水微
薄，跨境學童因而面對學習困難。

新家園推出跨境家庭兒童發展獎／助學金計劃。
助學金針對家庭有困難的，可獲得一定資助，鼓勵和
幫助跨境學童克服障礙。自2012年4月運作以來，共有
14名貧困跨境學童獲得跨境家庭兒童發展助學金。

另15歲以下的跨境學童亦可申請獎學金。包括優
秀品德、學業、體育、才藝、領袖、愛心等，總共40
個名額，每人可獲得人民幣2000元的獎勵。目前，共
有101名跨境學童獲得跨境家庭兒童發展獎學金。

香港已對內地 「雙非」 孕婦實施長
期零配額，但預計大量 「雙非」 適齡學
童湧港入讀小一的情況，還將持續數年
。北區學位爆滿，不少居住在深圳的 「
雙、單非」 學童，不得不轉赴他區求學
，臨近深圳灣口岸的新界西成為雙非童
家長的新熱點。近期就有家住深圳福田和
羅湖的跨境學童家長，到元朗、天水圍參
觀多間校舍。有 「雙非」 學童家長坦言，
為免孩子舟車勞頓，不排除舉家搬往接近
西部通道的深圳西，實行現代版 「孟母三
遷」 。

本報記者 黃仰鵬 唐剛強 新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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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二十七日電】前海
管理局公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現代
服務業綜合試點2012年首批擬扶持項目名單，
包括港企招商局保稅物流有限公司旗下的前海
跨境電子商務服務平台等19個服務業項目被列
為首批扶持名單。

前海管理局昨日公布，根據《財政部及商
務部關於批覆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方案的通知》和有關規定

，經評審論證，確定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2012年第一批擬扶持項
目19個。

記者整理後發現，這19個項目多集中在金
融、高科技、現代物流及文化創意產業領域。
金融領域有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負責
建設的石油化工交易重大產業服務平台、前海
金融資產交易所旗下的前海金融交易市場平台
、碳排放權交易所有限公司旗下的低碳金融公

共服務平台、華夏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能
源產業基金項目；現代物流方面的項目則包括
港企招商局旗下的前海跨境電子商務平台、騰
訊公司旗下的騰訊新一代電子商務物流系統綜
合信息平台、中興通訊旗下的中興前海保稅
VMI中心等；文化創意方面的項目有前海文化
創意產業生產性服務平台，以及雅圖新媒體技
術有限公司旗下的高亮度影像系統研發及推廣
應用平台的建設。

前海管理局一不願具名的官員透露，首批
項目經1月26日至1月30日公示期無異議的將被
列入正式扶持計劃。他指，扶持的範圍包括給
予資金、信息、平台方面的支持，可優先申請
跨境人民幣貸款、項目建設可獲得更便利的審
批流程服務，並獲得深圳市各項產業基金的支
持。

前海19個服務業扶持項目

▲新家園舉辦深港文化教育節，吸引大量跨境學童家長向香港學校駐
場代表查詢詳情 本報攝

▲跨境學童花了長時間在交通上，往往未能享受完
整的校園生活 本報攝

▲現在每天由深圳到香港上學的跨境學
童數量大概有7600人 本報攝

美國政爭趨激化 財政問題更難解
最近國際財經界的注意力似有所轉

移，暫時放下了對歐債危機的焦慮，轉
向關注美國及日本的情勢，特別是在達
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對此議論尤多。
無疑，近期歐洲的情況確相對平靜，而
美日重大事件卻多發，這雖不表示歐洲
的風險可以忽略，但美日的問題也十分
值得關注：這在過去因歐洲問題被相對
忽略了，現在風水輪流轉，終於得到應
有的重視，加大了針對美日的國際壓力。

IMF總裁拉加德指出，美國必須盡
快定出長遠的減債計劃，否則將會失去
在國際財經事務上的領導地位。其實一
直以來IMF及各家國際評級機構，都已
多次就美國財政發出警告，但問題依然
未解。最近國會把國債上限擱置到五月
，給予兩黨更多時間協商財政事務，卻
又是拖字訣的另一招。之前已把本由年
初開始實施的過千億美元削支安排，推
遲到三月才啟動。

兩黨就財政問題僵持難下，根本原
因就是政治路線及所依據的利益集團間
的鬥爭。這種鬥爭本非新事物，但隨
美國社會兩極分化、人口結構轉變和經
濟不景氣等趨勢的發展，相應的矛盾日

益尖銳而令政爭激化。最新象更顯示
這不單不會減退，還可能會進一步升溫
，令財政問題更難得緩解。

在開始次任的就職演講中，奧巴馬
總統採取了與共和黨尖銳對立的施政理
念，重新發揮羅斯福總統的自由主義及
社會契約精神，強調平等，國家要照顧
民眾，和政府要積極解決民生問題等思
想，故堅決保障福利開支，尤其是在他
首任推過的新醫療方案。如奧巴馬在日
後施政中，真的擺出此種戰鬥格及推行
上述理念，兩黨在財政問題上取得妥協
的機會必更低。

奧巴馬的演講還表露了重內輕外傾
向：施政主力將放在內政上，要先把本
身的事情辦好，因而在對國際事務上有
反干預主義傾向。候任國務卿克里亦表
示，外交要從內政做起，特別是要處理
好財政等問題。先安內後攘外本就合理
不過，也符合美國當前的國情民情，但
這肯定又催生與共和黨的尖銳矛盾，而
焦點將在財政的軍費開支上。民主黨要
撤軍削支以套現和平紅利，但共和黨尤
其當中的保守鷹派則極力抗拒，由是激
爭難免。事實上國際形勢風雲多變，地

緣戰略風險上升，美國維持霸權的成本
隨之大漲，故軍費開支增減的矛盾更深
，相關的政爭必更激烈。

對於美國的政經尤其財政亂局，全
球包括中國內地及本港都要有充分認知
，因這隨時可引發嚴重危機。對中國來
說，美國的財政問題除會引發國際經濟
及金融動盪外，還須注意由財政政爭透
出的，有關美國所扮演的國際角色，及
維持霸權的取向的訊息。當然，在密切
關注美國形勢時，也不能忽略歐洲及日
本的情況。最近意大利第三大銀行出事
要政府救援，便顯示了歐洲的許多問題
並未完全得到解決。

更值得關注者是日本：安倍上任後
不顧一切的採取高財赤大量寬政策，並
強迫日本央行接受通脹指標等，意圖推
動陷於通縮中的經濟，卻頗有孤注一擲
的味道。這些措施能否見效本已大有疑
問，但更危險的是其中可能隱藏的風險
。現時美日兩大重債負及深度債泡國似
進入了量寬及財赤競賽，令引發貨幣戰
及爆泡的可能性更高。總之，全球的政
經財金情況危機日深，切勿被間中出現
的表面平靜迷惑，否則將會後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