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青年

責任編輯：謝文軒

2019年4月5日 星期五

海濱長廊要空間 更要配套
經過三年優化的尖沙咀星光大道年初剛剛重新開放，政府近日又宣布預留60億元預算建設更
多更長的海濱長廊，增添海濱活力，目標是十年內增加13公里海濱長廊，將現有海濱延長至34公
里，並在維港兩岸增加35公頃休憩用地。此舉可以增加市民休憩空間，讓遊客也有更多機會感受
香港的海濱美景，而現時很多海邊的區域被大廈和工業區分割截斷，並沒有發揮它應有功效。

青年有話說
莊學謙
菁英會會員
雲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筆者發現計劃規定了擴建或興建地點
和長度之外，對於海濱長廊具體設施及其
用途，並沒有提及。海濱區域是否只要開
拓出空間就可以滿足需要？重新開放的尖
沙咀星光大道不僅升級了各種休憩設施，
將明星手印放置於欄杆上方便遊客拍照之
外，還增加了流動小吃攤位和小吃亭，並
且加入了新科技元素，例如可以掃碼了解
明星並利用AR技術和明星互動等等，這些
都讓到訪的遊客和市民更加方便，有更好

的遊覽體驗。

充分善用天然優勢
另外已經竣工的西九龍海濱，有舉辦
小型文藝演出和類似美酒佳餚巡禮一樣的
活動，令區域定位明確，能更好的發揮作
用。這些都是政府擴建海濱長廊時需要參
考的因素：位於維港的海濱演唱部分，應
該注重遊客體驗，讓他們更加了解香港的
歷史和人文環境，增設趣味性的，增加收

益的活動項目，並且增加交通服務連接 其
他熱門景點；而位於非遊客區域的海濱
長廊例如啟德、油塘、堅尼地城及港島
東等等地區，則應該因應市民的需要，
提升體育鍛煉的設施，例如運動器械或
興建球場和各類運動場地等等，這樣才
能 讓 海 濱長廊真正成為市民和遊客喜愛散
步之地，提升使用率，讓政府的財政預算
用得其所。
綿長的海岸線和絢麗海邊風景是香港
都市景觀中最值得稱道的部分，政府應充
分利用天然優勢，市民也應愛護保護這個
香港的特色，讓香港這顆 「東方明珠」更
加耀眼璀璨。

▲尖沙咀星光大
道年初重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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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壯志迎機遇

生命影響生命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在香港有不少團體
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青年和社會大眾能煥起關
心社會、關心國家發展的熱情。活動包括了展覽
、座談會，以及演出等，在香港的教育系統內缺
乏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情況下，青年人可以藉此機
會了解到國家發展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及他們所
帶出的精神。
筆者為香港菁英會創會成員，每年都參與不
同的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然而，最直接的青年
工作就是直接與青年人面對面傾談和分享，在互
動過程中相互了解彼此的想法。 「與生命對話─
『缺憾』與 『完美』交響曲」─中國殘疾人藝

術團分享會就是為了讓本港青年能從藝術的角度
去認識正向文化。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演員聽障人
士魏菁陽表演芭蕾舞、演員視障人士王賓、聽障
人士魏菁陽分享個人及聽障人士柳宜丹經歷、視
障人士王琦演奏色士風。展示視障及聾啞人士也
可以克服身體的障礙向大眾展示他們精湛的音樂
與舞蹈才華，表演跳舞及歌唱， 「缺憾」也可以
奏出 「完美」的交響曲。誕生於1987年的中國殘
疾人藝術團，被世界殘疾人代表大會稱為 「全球
六億殘疾人的形象大使」、 「人類特殊藝術的火
炬」，以及被聯合國機構指定為 「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和平藝術家」。

有參加者在大會舉辦的分享會中深受感動。
她聆聽到藝團中表演芭蕾舞的成員分享其成長和
成功的心路歷程，並在朋友圈子中傳播。她即使
是中三生，是先天的聾啞，但 「台上一分鐘，台
下十年功」的想法讓她可以堅持每一天放學就練
習，她經過五年苦練，現在已經可以到世界各城
市表演。
香港的青年人在當今的社會中，能否乘風破
浪，以正向的心態去面對逆境，發揮香港精神，
值得青年人思考。古語有云 「天生我才必有用」
，是否可以受到啟蒙，相信只有自我成長中，不
斷的反思和總結經驗，才能得到自身的改變。今
天有人認為香港營商環境艱難、發展機會不足、
香港的競爭力減弱等等，各種都是社會外在的因
素，青年若要成長，則必須認識當前的形勢，迎
難而上。

修改貧窮線定義 精準扶貧
高松傑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音樂堂慈善基金會主席

現
▼時 大 約 五 個 港 人 一 個 窮 ， 政 府 應 改
變貧窮線釐定標準，精準扶貧

早前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就《檢視本港貧 遠揮之不去，每年也有上升的機會。所以我建議
窮情況及訂立滅貧目標》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 改變貧窮線的釐定方法，將支出和資產也計算在
筆者亦有提交建議。筆者看見政府早前公布本港 內。
去年貧窮數字，在政府政策介入前，2017年貧窮
可參考內地絕對貧窮標準
率為20.1%，貧窮人口高達137.7萬，即大約五個港
當局亦可考慮參考內地採用 「絕對貧窮」會
人一個窮。即使在政策介入（恆常現金）後，仍
然多於100萬人，數字十分嚇人。政府現時在 「貧 訂立指定的標準，並且不定期調整。這種計法有
窮線」的計算方法，是採用 「相對貧窮」而非 「
絕對貧窮」，因此 「貧窮」數字會受人口結構、
收入狀況等而變動，且在統計上永遠會有人跌入
貧窮線內。此外，貧窮線的計算，也沒有計及部
分社會福利，以至市民資產等。因此筆者認為政
府貧窮線根本無法充分顯示香港的貧窮狀況，令
政策難以瞄準有需要的組群，方法不正確以至措
施不正確，措施有如 「泥牛入海」，扶貧 「永遠
扶不完」。
貧窮線並非扶窮線，本意是讓公眾參考，筆
者一直建議應修改計算方法，現時貧窮線的定義
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收入，另外香港有
不少退休人士有樓有資產，生活並不窮困，但因
為沒有收入而被列為貧窮戶。所以貧窮問題永

利政府訂立具體而清晰的滅貧目標，例如內地政
府就訂下 「在2020年前徹底滅貧」，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指標。在制定貧窮線方面可分三級制，
讓政府採取措施幫助有需要的群體及訂立滅貧
目標，不同級數等級採取不同措施，直接到位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上至制訂較現實的貧窮
線，下至採取措施以至扶貧工作也要大膽創新
，合社會各方之力對症下藥，官、商、民協力
才能有效紓緩問題，才可訂立更進取的滅貧目標
，否則只是 「為交數而交數」，對滅貧沒有什麼
幫助。

曾鳳珠
香港菁英會常務副主席
筆者獲邀出席《全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深感榮幸。會
上，王志民主任分享了國家未來的發展計劃，盡顯國家對年輕人
的熱切期望。王主任闡釋，今年 「兩會」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國改
革開放後高速發展和進步的明證。他多次引述韓正副總理讚揚港
區代表提出的意見，並指中央對此予以高度認同。港區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提出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議提案，包括建立大灣區顧
問制度、共建大灣區求學就業生活資訊平台、建設大灣區金融創
新區等等。
代表團對粵港澳三地年輕人給予關懷和引導，在國家發展藍
圖中爭取協助年輕人發展未來的方案，筆者深表贊同。王主任講
話開首提述的比喻，筆者尤其印象深刻。他把 「兩會」裏各地區
領導討論得出對國家未來的憧憬，比喻為新時代的春天。春天朝
氣勃勃、生機處處，是個充滿希望的好時節，比喻何等貼切！
講話中提到四個主題，分別是 「全國兩會成果豐碩，代表委
員建言獻策」； 「習總書記六到團組，重要講話指路引航」； 「
政府報告精準部署，為港釋放眾多紅利」以及 「兩大主題備受關
注，香港發展前景可期」。每個主題，皆與香港息息相關。其中
四位港區代表委員提出的修改議案，獲得報告起草組採納，肯定
了國家對香港的重視。為了維持國家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習近
平總書記引領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工作，而香港在國家發展
文藝社科工作、生態環境保護、實行脫貧攻堅、鼓勵創新創業創
造及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等多個方面，有幸成為貢獻者之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另外，王主任用了不少篇幅，評價香港在國家發展藍圖中的
位置。他說，國家和香港只要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便能令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的強項，取
得更積極的發展。對此，王主任引述林鄭月娥特首所言： 「國家
和香港的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密切」。最後，重點轉到粵港澳大
灣區的建設，香港盡佔 「主場」之利，得享 「主角」的優越地位
。國家決不破壞 「一國兩制」，更會有效發揮 「一國兩制」的重
要性。有人覺得，早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直
接定出香港 「被規劃」的未來。筆者認為，這個擔憂反映消極及
故步自封的心態；放棄把握認識祖國發展計劃的大好機會，何其
可惜！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央和三地地區政府 「大膽闖、大膽試
」，也希望大灣區的年輕領袖同樣為自己、社會和國家創一番成
就。
王主任談及個人成長經驗，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佩。他年
輕時經歷四個現代化，在不斷改革的中國成長，體會到潮流瞬息
萬變、持續進步。筆者反思，作為肩負社會責任的愛國青年，應
該主動認識身邊潮流的演變，抓緊未來發展的機遇。目下的潮流
，正是大灣區發展。筆者希望香港的青年響應王主任的分享，嘗
試體驗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潮流，適應生活的進步。由娛樂
文化的融合，以至參與經濟學術政策的交流及發展，年輕一代可
以根據本身興趣，探索與國家同步邁進的潮流，有如細味春天百
花齊放的美好風景，擁抱種種機遇，擁抱嶄新希望。

貿戰陰霾漸散 利好香港經濟
就是敢言
許小哲 就是敢言會董

▲只要香港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穩定，必定可以與內地一同以優異的成績
迎接未來
中通社

去年以來，圍繞香港經濟運行，市場主要
有三方面的擔心：一是中美貿易衝突殃及香港
，以轉口貿易為代表的本港實體經濟受到重創
；二是美聯儲等發達經濟 體 持 續 加 息 ， 倒 逼
金 管 局 被 動 加 息 ， 刺 破房地產泡沫；三是美
元加息周期導致美元過於強勢，威脅香港聯繫
匯率制度安排。
今年首季度以來，情況出現顯著變化。中
美貿易談判不斷取得積極進展，內地轉口貿易
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作為中美談判的組成部分
，內地金融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包括香港本
地機構在內的外資金融機構將獲得更多機會在
內地拓展商業存在。

三月美聯儲宣布停止加息，並釋放諸多政
策緩和信號。市場普遍預期今年美聯儲將保持
聯邦基金利率水準，並於九月停止縮表。一些
市場觀點甚至預判年內美聯儲可能降息。

歐洲現衰退 日前景不樂觀
與此同時，歐洲經濟顯現出愈來愈多的衰
退信號，日本經濟前景也不樂觀，貨幣政策繼
續收緊的概率進一步下降。
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方向性變化給香港
貨幣金融市場運行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條件。
利率方面，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穩定了美
元與港元利差，港元被動加息的壓力大大下
降。這一方面有利於香港經濟，另一方面本
港房地產市場也能獲得喘息機會。
匯率方面，通常美聯儲停止加息後，美
元指數大概率趨於走軟。這顯然為港元匯率

穩定提供了更多條件，因此預計今年聯繫匯
率制度遭受衝擊的力度和頻次，都將顯著小於
去年。
近期美國經濟逐步呈現疲態，美國長短期
利率倒掛提示國際投資者應更多考慮美國之外
的資產。內地適時擴大QDII額度至於3000億美
元，大量資金得以通過香港的管道北上流入
A 股市場。與此同時，受美股、A股影響，市
場情緒正面積極，港股表現良好，市場趨於活
躍。
展望第二季度及下半年，雖然全球經濟
下行趨勢明顯、金融市場面臨調整壓力，但
內地經濟金融均開始呈現出一些積極跡象，
介於二者之間的香港經濟金融仍有較大騰挪
餘地。實體經濟穩定、金融市場穩定、房地
產市場穩定，香港有更多條件與內地一同以
優異的成績迎接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