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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輝煌四十載 深港攜手再出發
深圳經濟特區即將迎來成立40周年的大喜日子
。40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但對
一座城市來說，卻足以發生滄海桑田的巨變。
深圳，40年間拔地而起，發展速度令人炫目、
驚嘆，這是觀察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窗口，也是中
國由貧窮落後到富強崛起的縮影。理解了深圳，就
等於掌握了認識中國的鑰匙。

大膽探索 包容開放
據統計，全球經濟特區有4300多個，但深圳是
獨一無二的，早已被西方輿論盛讚為特區中的 「典
範」 。而深圳由小漁村蝶變為全球矚目的大都市、
創科中心，有 「中國硅谷」 之美譽，絕非劃地減稅
、政策鬆綁可以成就的。
深圳成功的密碼，在於堅持市場為導向的經濟
體制改革，在於正確處理政府監管與市場運作、自
主創新與對外開放等方面的關係。歸根究柢，深圳
奇跡在於大膽探索，深圳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的成功。
沒有什麼地方，比香港更能體會、感受深圳的
巨大變遷了。
40年前，鄧小平在中國的南海邊 「劃了一個圈
」 ，南國邊陲唱起 「春天的故事」 。當年8月26日
，深圳特區正式掛牌成立。準確地說，特區開始時

局限於蛇口一隅，其後才擴展到全市
裁」 ，無他，騰訊已成長為足以令美
龔之平
。當蛇口炸山填海響起特區成立 「第一
國科技巨頭感到忌憚的龐然大物。騰訊
的騰飛，映照了深圳由醜小鴨變成白天鵝
炮」 時，深圳還是一片灘頭及荒地，而香
港早已是全球矚目的 「東方之珠」 ；當年深
的過程。
也常有人提到在無人機製造方面獨佔鰲頭的大
圳市GDP僅為三億人民幣，相比香港的367億人民
幣，零頭都不到，兩者在經濟體量上天差地別，影
疆，該公司同樣是美國忌恨的對象。大疆創始人用
在港科大讀書時學習到的創新理念，最終在深圳創
響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星移斗轉，時光穿梭，深圳GDP總量前年已超
業成功。騰訊和大疆的崛起，都與香港密不可分。
過香港，人均GDP則達到香港的一半；在市容建設
可以說，香港曾是深圳的老師，當年內地創建深圳
方面，深圳與香港都是摩天高樓林立，幾無區別；
特區，其實就是為了學習香港，最終深圳走出了自
就產業結構、發展前景、科技創新而言，雙方各具
己的路。
特色，深圳稍勝一籌；就人口結構看，香港是一座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深圳成為吸引投資創業
老齡化的城市，深圳則年輕得多，生機勃勃。
的熱土，離不開兼容並包的寬廣胸懷。相比香港近
年 「本土」 盛行，排斥外地人，深圳則打出 「來了
過去，人們常拿新加坡與香港作比較，而現在
，深圳成為香港的參照體。深圳與香港同源，本來
就是深圳人」 的口號，給予外來者一系列優惠政策
，因此吸引了各方創業人士、逐夢者。
都是廣東省寶安縣的轄區，歷史的因緣際會，香港
率先發展，深圳後起直追，如今在不少方面已經後
港深合作 再譜新篇
來居上。如果港人仍以老眼光看鄰居，那就真的是
坐井觀天了。
一條窄窄的深圳河將深港兩地分隔，這既是地
騰訊創辦人馬化騰曾在港大演講時透露，他於
理概念，也是「一國兩制」的界限。深港故事令人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訪香港，首次接觸互聯網概念
慨良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馬照跑、舞照
，那時他還是深圳市電訊局的一名普通員工。如今
跳」 仍然是香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愈來愈多人
，騰訊早已取代滙豐成為香港的 「股王」 、投資者
感受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圳，生活一點也不差
的心頭好。最近，騰訊被美國總統特朗普點名 「制
，甚至更優勝、更吸引。一個國家，容許兩種制度

競爭，足見中國體制與文化有着足夠大的兼容性。
深圳特區魅力四射，證明 「條條大道通羅馬」
，人類文明發展不是單行道，應該允許各地根據自
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發展路徑。
而今，美國視中國為頭號大敵，從政治、經濟
、外交、文化等各個領域，對中國實施全面打擊，
扼殺中國的科技發展則是美制華政策的重點之一。
中國必須苦練內功，莊敬自強，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在這方面，深圳特區要繼續創造科技創新的新優
勢，為國家貢獻更多的華為、騰訊、大疆和中興。
是改革開放創造了深圳速度、中國奇跡，展望
未來，不論外在客觀環境如何變化，中國走深化改
革開放之路將堅定不移。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研
究關於制定第14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
議，中國如何因應新的歷史條件，打造經濟 「雙循
環」 ，全球高度關注，而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一
系列紀念活動將亮點紛呈，給人以新的啟發和動
力。
中國的變革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深圳與香港都
是中國發展的主力城市，而且唇齒相依，深圳的發
展前景與香港的未來息息相關，港深之間優勢互補
，加上大灣區這個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兩地完全可
以實現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成為亞太地區最耀眼
的 「雙子星」 。

財爺：尋可行方案有序重啟經濟
與相關業界商議 嚴防疫情及力保經濟並重
◀疫情對本港經濟造
成沉重打擊，市面上
大部分餐廳和酒樓都
紛紛結業

共 存
與 疫
本 港 昨 日 新 增 25 宗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個 案 ， 已 連 續 20 日 持
續雙位數增長，政府各部門開始考
慮放寬社交距離及重啟各類經濟活動
的可行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
府正積極與各相關業界商議，尋求可行
方案，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態下，讓
經濟活動有序進行。未來的整個策略，
將會是 「嚴防疫情」 和 「力保經濟」 兩
方面並重，在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態
下，同時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盡量讓
經濟活動有序進行，避免因控疫而拖
垮 經濟 。
大公報記者

▲

限聚令下只
准兩人一枱，
，市民希望政
府能逐步放寬
措施
大公報記者
何仁攝

吳嘉鈴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中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全球，打擊社會民生，更重創經
濟。全球不少地方都曾經出現疫情反彈，
甚至出現 「一放鬆就反彈、一反彈就爆發
」 的情況，反映各地在防疫控疫及穩定經
濟兩項工作之間的艱難平衡。

鍵在於如何能有效中斷社區裏的隱形傳播
鏈。若要求市民長期不外出或部分行業長
期停業是不切實際的，除了對本港經濟造
成沉重打擊外，市民的健康、情緒、家人
照顧及生活實際需要同樣會造成負面影
響。
陳茂波說，政府會思考如何能加強社
會的協作與默契，讓 「張弛有道」 的策略
更可調節及更具彈性。陳茂波表示，政府
正積極與各相關業界商議，尋求可行方案
，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態下，讓經濟活
動有序進行。

加強社會的協作與默契

疫情反彈風險仍相當高

陳茂波指出，近日新增案例中約35%
是源頭不明個案，故實施更嚴厲的社交距
離措施，亦無法阻止感染群組出現，其關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網
誌透露，她憂慮本港會出現如新西蘭的情
況，在重啟經濟活動或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後，需要面對新一波的疫情反彈。她建議
，本港若要重啟社交及經濟活動，前提是
將疫情控制至低水平。患者當中有22.6%
是無病徵或輕微病徵患者，但仍具有傳播
病毒能力，且源頭不明的個案亦高居不下
，代表社區有持續的隱形或無明顯臨床病
徵的病毒傳播鏈，分布在各行業和環境。
而最新病毒株具更強的傳播力，病毒傳播
至長者或長期病患者亦使死亡率上升，故
社區爆發和疫情反彈的風險仍然相當高。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稱
，社區仍有隱形傳播，反映在院舍個案，
目前趨勢是慢慢向下，但不是很快能清，
對於放寬晚市堂食等控疫措施，她認為不
能單靠科學角度去調整，政府須總體考慮
。她指出，必須做好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政府會確保市民做檢測時的安全。

張宇人倡食肆四招防疫
【大公報訊】飲食界立法會議
員張宇人昨日於社交網站撰文，提
出四點食肆防疫措施，包括：將
餐廳傳菜和執拾碗碟的員工分成
兩批，人手不足的小店則於每次
傳菜或執碟後洗手和換手套；由食
肆提供熱水給顧客消毒碗碟，或用
即棄餐具代替。他希望政府可容許
餐飲業維持四人一桌的方式全日
營業。
張宇人提議，食肆營業時間至
凌晨12時，而酒吧、卡拉OK和夜
總會則由下午六時至早上六時，規
定用餐時間兩小時以確保客人不會

長時間聚集，顧客非用膳時須佩戴
口罩。並全面用電子結賬，減少透
過現金接觸而傳播病毒。張宇人指
出，雖然政府先後推出兩輪抗疫基
金，但業界不可能長期停業靠防
疫基金維生，故有共識希望透過工
序上的改變，在疫情下也能自食其
力。
敘福樓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黃
傑龍旗下的連鎖餐廳特設 「執枱專
員」 ，為防止交叉感染及重開堂食
做足準備。但黃傑龍直言擔心政府
重開晚市堂食時，會 「加辣」 防疫
措施，令其他小店遇上困難。

現金找贖易播疫 八達通街市逐檔推廣
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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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現金支付
商戶都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道
：傳統街市遲遲未引入電子支付，
疫情下容易成為播毒盲點。食環署
聯絡八達通公司，到爆發感染群
組紅磡及土瓜灣街市推廣，以無
需簽約、免手續費、免費送出流
動收款機 「三招」 ，吸引街市檔
戶安裝。八達通公司營業及市
務總監李玉兒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由六月份至今，
八達通商用版用戶增長三倍，
但要打入傳統街市，仍然面
對重重困難，需要繼續努力
「逐檔推廣」 。
香港目前有約200個街市及熟食市

場，檔戶數以萬計。大公報記者早前走訪多
區傳統街市，九成九商戶對引入電子支付十
分抗拒，問題離不開嫌八達通 「過數遲」 、
心痛手續費 「食水深」 、憂慮長者顧客不習
慣使用，影響生意。
「新型街市認受性高好多。」 李玉兒表
示，已有逾2000個攤檔，可使用八達通付款
，集中分布在灣仔、沙田、油麻地、大埔、
觀塘五區。但八達通到傳統街市舉行推介會
時，參與的檔戶人數不多， 「很多檔戶都是
長者，只把智能手機作為電話，一旦加入收
款功能，會覺得 『用唔慣』 。」 另外，舊街
市攤檔零散，很難組織檔主們聚齊統一講解
介紹，他們未了解電子支付在疫情下的商機
，已對電子支付產生排斥和誤解。

「新型流動收款機，已經增加了掃
碼支付功能，支付後（手機）有收款
提示。」 李玉兒指，有顧客反映，擔
心拍卡或掃碼後 「唔知啲錢去咗邊」 ，
現時的新型流動收款機，已經有單有據，用
戶透過手機付款後，查賬也十分方便。
現時八達通公司向非交通行業，收取轉
賬金額的1.5%。李玉兒說，推廣計劃中的
商戶，由開戶至今年底（12月31日），可享
受無手續費福利，並無需簽約，還會免費送
出價值228元的流動收款機，期滿後會否延
長推廣或降低轉賬金額，則視服務成本和市
場情況作出調整， 「以現金為主的傳統舊街
市，需要一些時間接受和改變，但我們仍然
希望，商戶可以破舊立新，攜手抗疫。」

▲李玉兒表示，流動收款機
可顯示交易金額，用手機掃
碼後，更可翻查紀錄
大公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