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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四日將會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由於各陣營均對是次選舉磨拳擦掌，可以預
見今屆立法會選舉必定是香港有史以來戰況最激烈選舉。在 「泛民」 方面，由於不再由傳統政黨
獨大， 「本土派」 、 「勇武派」 甚至 「港獨」 都有意角逐各區議席，競爭異常大；在建制方面，
雖然 「票」 情況未有 「泛民」 內部那麼嚴重，可是今年形勢難明，建制派要在議席方面有增長
，或者保住現有的議席數目，也殊不容易。

青年有話說＞＞＞

鵬黃
香港菁英會會員

轉眼之間，香港已回歸祖國十九年，在回
歸的這些年來，香港亦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政經
事件，我們都一一度過，把香港稱為福地真的
當之無愧。實際上，每個香港人都在追尋一個
安居樂業環境，所以人們都一直在努力奮鬥。
很多時候，我們一直關注民生發展、經濟發展
以及社會和諧。可是，十年前，我們還是珠三
角的領頭羊，但各種鬥爭使我們開始有些滯後
，但以我們整體實力、軟性文化較好，我深信
我們可以繼續創造無限可能。

很多國際企業為什麼會將香港視為進入中
國橋頭堡，除了中西薈萃、制度健全、資源豐
富以及人才充沛，最重要的是香港更能理解
國情。至於中國企業為何又將香港視為走向國

際舞台第一站？這是因為香港更能理解國際情
況。

香港成為國家與國際中間人
根據筆者觀察，香港社會有着中國人禮俗

，例如結婚穿裙褂，有着中國傳統寺廟大佛、
過年過節訪親走友、應節食品、尊敬師長等等
，傳統的禮節均一一傳承。此外，香港知道在
內地辦事方法和規矩，亦懂得與國人溝通交流
。另一方面，香港被英國管治百多年，對國際
法律、制度、規管、想法、做法及語言等，都
了解並且長期運用，促使香港成為國家與國際
中間人。雖然國家已與世界經貿全面展開三十
餘年，但仍有很多地方，香港可以作補充、支

援角色。
綜合而言，香港只要擅用優勢，再與珠三

角澳門聯接，將香港股市、外匯、融資等金融
優勢發揮出來，加上航空物流優勢，再與深圳
創新科技，東莞、佛山的工業智慧化，廣州的
貿易，中山的建材以及珠海和澳門的旅遊業互
相配合，形成粵港澳經濟鏈，打造經濟一體化
，擴大珠三角優勢，並將粵港澳經濟鏈放大到
國際層面，這樣既能保住香港龍頭地位，也是
未來發展趨勢。

順應時勢 帶領珠三角走出國際

新來港人士應把握選舉權

新來港人士來港後身份有了重大改變，
他們由內地居民身份改變為香港居民，在新
環境以新身份生活，在香港生活的新來港人
士，一般面對着數種不同的生活適應需要，
例如住屋、就業、教育等生活適應需要，有

部分新來港人士來港後對於香港生活並不適
應，最後惟有返回故鄉生活，由此可見本港
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有需要增加資源投入。

根據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條對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定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居
民分為 「永久性居民」和 「非永久性居民」
兩類。而新來港人士則是根據 「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而成為永久居民，即

是連續居港滿七年以上便可成為中國公民，
當他們成為永久性居民後，根據基本法第24
（3）條，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香港特區居留
權。換言之，他們可合法地進出香港，並可
在香港受僱任何工作、讀書或經營任何生意
（《入境條例》第2A條）。

除了擁有居留權之外，根據基本法第三
章第二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即是他們

可參與不同類別選舉，如全港十八區區議會
選舉、立法會選區等。

對於得來不易的權利，筆者希望各位準
永久性居民能把握機會，在居港夠七年成為
永久性居民後，能盡公民責任，主動登記成
為選民，在各種選舉中投下神聖一票，選出
能代表自己的議員候選人，從而建設香港社
會。同時，在選擇各個候選人時，應該考慮
其以往工作表現是否稱職，在你還是新來港

人士時，他們有沒有協助你解決生活上所遇
到的困難？假如是政治新人的話，便應該聽
其言，觀其行，了解他平時是否時常在社區
工作？有否為居民爭取權益？謀求福利？因
為你的一票的作用是十分重要，所產生影響
力在社區內會達至四年之久，例如社區內的
交通工具、社區設施、各項基建等規劃也是
與你的選票息息相關，所以請謹記登記做選
民，為香港未來出一分力！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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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新來港人士政策關注組
召集人

建制派的理念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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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間，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經常
把 「一帶一路」掛在嘴邊，各級人員也在積
極推行這個新概念，可能對部分香港青年人
而言， 「一帶一路」還是很陌生概念，認為
它與自己毫無關係。行政長官及其他特區主
要官員在不同的公開場合上，多次發表支持
「一帶一路」之講話，亦舉辦了多次大大小

小論壇，討論香港人如何就有關提案上發掘
機遇等。筆者相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推出
此等重大政策之前，必定是由多個學者及專
家，經過長年累月研究，才會將之推行，絕
對不是隨便想想的玩意。

作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可
以提供最大人民幣流動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作為定位，同時也開發更多相關金融衍生品
，並且與人民幣有關的基礎建設融資、投資
風險管控、發揮出成熟的股權融資市場之作
用；而且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經濟已經
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有非常國際化營商網
絡和環境，特別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的交往歷史悠久，了解所在國法律法規、風
土人情、商業及投資規則。

對於我們香港新一代，大部分也是擁有

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特別是在普通法系
下培養的國際經濟法人才、投資融資人才、
項目管理人才、財務管理人才以及通信技術
設備管理人才等等，切合點多不勝數。

服務業是香港重要產業
除了金融業外，筆者認為將服務業出口

亦是未來發展之新方向。服務業一直以來也
以香港為重要產業，在港英時代至今，香港
人接待過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每個人歷
史背景、宗教信仰、飲食文化等都不一樣，
但綜觀世界各地，能真正融合多種文化並做
到得心應手的地方，香港絕對是名列前茅。

當然，在學或在職年輕人也必須再增值
個人能力、提升語言及設施管理能力，將香
港獨有服務管理系統經專業認證後，相信出
口到任何國家也能通行。

雖然未必每個人都能爭取到成功之門票
，但身為年輕人，與其道聽途說，為何不親
身去體驗；與其在家中感嘆苦無機會，何不
出外走走感受一下；如果能把握好這次新
機遇，任何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馬雲。

在往屆立法會選舉的經驗， 「泛民」
陣營得票也略高於建制派，建制派能夠在
部分地區取得較多議席，往往並非因為建
制派得票較多，而是有賴於各友隊配合得
宜。今屆立法會選舉是違法 「佔領行動」
後的第二場選舉，預料會有更多青年人出
來投票，而且不少青年選票會投給 「泛民
」人士。在 「泛民」新增票源但互相 「
票」情況下， 「泛民」能多取議席與否還
是未知之數，但建制派要奪得更多議席，
首先要配合得宜。

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新界西就
是配合得宜最好例子，當時奪得新界西最
後一席的梁志祥，只以些微票數壓倒民主
黨的李永達，使建制陣營在新界西取得五
席；另一例子，則是建制派在新界東只取
得三席，當中有建制派議員得票多於尾席
的 「泛民」議員近兩萬票，新界東遂成為
成績較差區域。今年立法會選舉雖然 「泛
民」間的 「票」甚至互相攻擊的情況會
很嚴重，但如果建制派內部協調不好，或

會重複上屆新界東覆轍。
另一方面，建制派支持者多來自地區

、社團等的基本票源，雖然票源向來穩定
，但一向比 「泛民主派」的選票少。要開
拓票源，兩大陣營都必須嘗試提出論述，
向中間選民宣傳自己，在基本盤以外，誰
在中間、游離選民之間取得較多選票，誰
就更有機會成為勝出者。根據以往經驗，
如果 「泛民」、建制各佔約三至四成選票
，中間的選民也有三、四成之多，筆者認
為鞏固好基本盤只是建制派必須做好的第
一步，吸納到部分中間選票，才算是打了
一場成功選戰。

吸納部分中間選票
要吸引中間選票，必須提供一套說服

到中間選民，溫和、理性而有力的論述。
可能有人會疑問，打理念戰向來是 「泛民
」的強項，建制派打理念，能夠成功嗎？
筆者認為，以理念作招徠，確實是 「泛民
主派」的強項，每每當他們高舉起自由、

民主以及法治的旗幟之時，不少中間選民
都會被他們吸引過來。不過，這並不代表
建制派就不能夠有理念，例如自由、法治
，既是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的核心價
值；至於民主，建制派並非不支持民主，
而是我們所倡議的民主，要考慮到香港的
情況之餘，又能符合 「一國兩制」的實際
環境。

此外，理念並非只能包括民主、自由
及法治，改善香港經濟環境、營商環境以
至居住環境等，都是值得推廣的理念，單
有民主、自由以及法治，並不能保證香港
各方面發展都會順利。建制派作為支持特
區政府施政的團體，絕對並非 「有辱無榮
」，但是只要建制派能提出利民紓困、解
決到市民生活困難的問題，建制一樣有自
己的selling point，建設一個理想、宜居
的特區，給市民一個可行的願景。

事實上，不少建制派在參選時，都會
提出 「服務」等宗旨，但筆者認為身為立
法會議員，他們可做的遠遠比 「服務」更

多；他們除了提供 「服務」，他們更應該
為社會策劃未來，透過政策倡議、團體壓
力促使政府改善社會的方方面面問題。此
外，現時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樓價高企
、青年人置業難，建制派若在民主等理念
問題吃虧，在民生議題上就必須要取勝
，至於最後選票交給誰，則由選民自己
決定。

現今社會是網絡年代，建制派除了做
好基本盤、理念等宣傳工作，亦應該善用
互聯網為自己宣傳。所謂 「善用互聯網」
，並非單單只是把自己想宣傳的信息放上
網就算，而是把自己、團體的社交平台當
作是真正的媒體營運，除了講述自己的東
西，亦應該把目標群眾、市民所關心以及
有興趣的內容放到社交媒體上，這樣才真
正算得上是新媒體。

選戰結果難料，建制只有做好本分，
把平日做得不好的工作都盡量妥善，方算
是真正的打好選戰。

筆者近期接觸的服務對象中，很多
人都是諮詢有關政府近期推出的 「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筆者也很幸運
在上個星期日參與 「十面埋 『服』社會
創新服務大賽2016」大型服務日暨頒獎
禮活動，能親耳聽到特首梁振英和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對此計劃解說，在
場70個基層家庭對此計劃非常感興趣。

筆者認為此計劃對基層的家庭非常
有幫助，此計劃是鼓勵自力更生、紓緩
跨代貧窮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向沒
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在職家庭，特別是
有兒童的家庭，提供財政支援。在局長
口中也得知，截至六月二十九日共有842
個申請獲批，涉款共11,632,100元。當中
有家庭一筆過獲得高達27,600元津貼。
這是一個有五名孩子的家庭，只有父親
從事文員工作，現可取得每月4,600元津
貼。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最近
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度評價，指計
劃將能鼓勵就業，增加勞動力，協助在
職基層家庭。

計劃有助衝破跨代貧窮
政府在這個計劃中真是做到將有限

資助應用在最有需要地方上，筆者接觸

一些基層家庭他們已經計劃好如何善用
這津貼，如報讀功課輔導班、英文班、
跳舞班等等，讓小朋友能有更多資源用
在學習方面，改善他們的成長環境，提
升他們自信心及堅毅自強精神，這些都
有助他們衝破跨代貧窮。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也有
助紓緩基層家庭經濟困難，這些家庭多
數居住在板間房、劏房等不適切居所，
每月租金佔入息比例高近四成，直接對
貧窮家庭經濟構成極大負擔，租金絕非
一般家庭可負擔，影響兒童生活質素。

有了此津貼減輕了家庭負擔。
但基層家庭居住問題，也希望政府

可以在來年施政報告中有相對應計劃幫
助他們，針對居於板間房、劏房、套房
、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的兒童提供家居
改善資助服務，讓兒童能有一個舒適生
活環境。

低收入津貼助基層家庭 津陳
香港菁英會會員

一帶一路
的機遇

▲九月四日將會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市
民應把握機會投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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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英國管治百多年，對國際法律、制度等都
了解，有助成為國家與國際中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