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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信得過 豬乸會上樹

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
制定 「十四五」 規劃及二○三五年遠
景目標的建議，吹響了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號角，對香港而言
，這又是一次重大歷史機遇。但香港
不能坐等機遇上門，而是需要在心態
上、行動上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大局
，才能贏得未來發展的先機。
「十四五」 規劃公報提到 「要保
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着墨
雖不多，蘊藏的信息卻很豐富。中央
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韓文秀
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央將進一步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
際創新中心，打造 「一帶一路」 功能
平台，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
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支持港澳在世界各國各地區開展
交流合作。他還指出，香港是世界上
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經濟發展有良
好的基礎、獨特的優勢，比如有大量
高質素的專業人才，與世界經濟廣泛
聯繫，只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方針，加強港澳與內地交流合作，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澳
門就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
上述講話透出兩層含意，首先是
肯定香港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的角色會進一步突顯；其
次作出提醒，香港需要加強與內地交
流，為國家發展作貢獻，這是香港的
責任與義務，也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應有之義。
這番話語絕非無的放矢。回歸已
經二十三年，但不少香港人的心態並
沒有多大改變，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融入國家發展的意願不強，寧願充當
「塘邊鶴」 。雖然自國家 「十二五」
起，香港獲納入發展規劃，但從政府
到民間的反應都不算熱切，更有人以
所謂 「被規劃」 為藉口，刻意與內地
拉開距離，這就導致香港坐失許多發
展的機會。深圳特區在短短四十年內
，由邊陲小鎮發展為國際大都市，在
GDP總量及創新科技等方面都後來居
上，就是典型的正面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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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 分子也許料到有被捕的
一天，但絕對沒有料到被洋主子當垃
圾一樣拋棄。 「獨人」 鍾翰林涉違反
國安法被捕事件的背後，是美國對香
港 「手足」 始亂終棄的不堪真相。
傳媒報道，鍾翰林是在一個叫做
「Friends of Hong Kong」 的境外組織
協助下，欲硬闖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
求 「政治庇護」 。但因去得早摸門釘
，在附近等候期間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同日，另有四人成功進入美國領館
，結果被告知 「提供不了任何保護」
，只好悻悻離去，其中一人還是美國
公民。可以斷言，即使鍾翰林成功進
入美領館，結局也沒有兩樣。
在部分港人心目中，美國是 「民
主燈塔」 、 「自由天堂」 。黑暴期間
，暴徒高舉美國國旗、高唱美國國歌
，揚言 「為美國而戰」 、支持美國制
裁香港，現在又忠心擁戴特朗普連任
。到頭來，多情總被無情惱，當他們
欲逃避法律後果而尋求美國庇護時，
卻熱臉貼上了冷屁股，被冷冷地拒之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香港始終是一塊福地，仍然有機會，
最重要的是正視現實，端正心態。現
實就是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及二○三五年遠
景目標描繪壯麗藍圖，中國進入新時
代、踏上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大潮浩浩蕩蕩，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擋
。在這個新形勢面前，香港需要找準
自己的定位， 「目光向內」 ，以己之
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融入到國家發
展大局，才能戰勝挑戰。
有了正確心態，更要有積極行動
。特首林鄭昨日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簽署《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在優
勢互補、互利雙贏的基礎上，共同推
進涵蓋八大範疇的57項措施，這是兩
地深化合作、全力建設大灣區的重要
一步。特區政府的行動很迅速，整個
香港社會都需要行動起來，香港以往
能為國家現代化發展作出貢獻，未來
也一定能夠再扮演積極且獨特的角色
，書寫香江新傳奇。

門外，真叫人情何以堪！
為什麼美國人不要香港 「手足」
？坊間有各種分析，有說鍾翰林等名
氣不大，美國看不上眼；有說美國擔
心收留這些人會坐實 「支持港獨」 之
名，引發外交糾紛，甚至導致領館關
門；有說美國忙於大選，不想節外生
枝。這些分析都不無道理，但最重要
的是，美國只是將香港當成棋子，將
香港暴青當成炮灰，從來就沒有真正
關心過這些人的死活。
美國信得過，豬乸會上樹。被美
國先利用後拋棄的例子多不勝數，而
特朗普任內，高舉 「美國第一」 旗號
，大搞單邊主義，連歐盟等過去的鐵
桿盟友都頂唔順，要與美國拉開距離
，漸行漸遠，一些香港人卻搏命貼過
去，狐假虎威，自取其辱的結局可以
說早就注定。
那個幫助鍾翰林等人的境外組織
狠批美國未提供協助的做法 「可恥」
。可惜，這個覺悟來得
太遲了！
龍眠山

政界：高質量建設大灣區 香港大有可為

港應發揮國際化優勢吸引科研人才
學者倡 化與內地合作
實現科研成果轉化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 「堅
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
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有學
者認為，香港不乏科研成果，但
產業化能力不足，故建議借助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先進製造
業，實現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共
同推動國家科技發展。

港交所可設科技初創板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嶺南
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周文
港指出，香港各大學不乏科研成
果，卻因欠缺官產研學的充分配
合、尤其科研成果轉化應用的全
過程欠缺有效支援，導致產業化
能力不足；特區政府、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UGC）和香港各大商
會需加強合作，為本地專家學者提
供更好的誘因，做好科研成果轉化
應用工作，例如參考內地及美國的
措施，加強鼓勵院校參與校企合作
、對大學專家學者創業和兼任企業
職務適度 「鬆綁」 等。
周文港亦認為，特區政府需
盡快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地加強
合作，探討在內地設立 「香港工
業4.0製造業飛地」 的可行性，並
把握香港各公立大學到內地設分
校的機遇，以科技成果交由港資
及內資製造業轉化應用的方式，
促進大灣區的創科發展。

周文港還提到，五中全會公
報重點提出十個方面的決定性成
就，包括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得
到較大提升等，非常具指標性；
因為國家未來發展以至下一代的
前途，都繫於科技實力和應用水
平的高低。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大
力投資研發（R&D），港交所亦
可設立科技初創板塊支持有關企
業，令其更具發展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學
生動力基金會召集人吳傑莊指出
，科技發展最重要是有充足的人
才，而招攬人才需具吸引力的平
台，香港恰有很適合世界各地人
才生活的國際化環境。
他又指出，香港若能積極吸
引更多人才前來，科研項目、資
金支持亦會隨之而來，再加上香
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一部分，可
與區內其他地方在科研轉化、金
融配套等方面形成優勢互補，進
而打造出一條創科走廊。
全國青聯委員、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表示，香
港擁有高端的科技創新支持系統
，包括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科研
體系、知識產權保護法制、金融
服務業、高質素的創新人才，能
為內地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服務。
內地則擁有龐大的市場、轉化科
研成果和先進製造能力，兩地可
形成強大的互補合作關係。

十九屆五中全會在香港引發熱議。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
室副主任韓文秀昨日稱， 「十四五」 時期中央將進一步支持
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本港社會各界紛紛表示，香港把握
發展機遇，離不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有專家學者建言，指香港應該發揮國際平台優勢，招
攬科研人才，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政界人士認為，高質
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大有可為。有立法會議員希望，
進 一步 完 善便 利港 澳 居民 在 內地 發展 與 生活 的 政策 措 施 。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周宇、曾卓鋒

議員盼完善政策
助港人灣區發展
對於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港提升競爭優勢，並完善
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本港多名政界人
士表示歡迎，認為有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內地目前有龐大發
展機遇，大灣區為香港提供更多機會，讓港人可以發揮
所長，而中央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有助港人更快適應大灣區生活。他認為，港人到大灣
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 「人生路不熟」 ，即對大灣區教育
及醫療體制方面或未能適應，例如港人過去到大灣區工
作，其隨行子女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未必能享有如內地
居民般的福利。他希望，相關政策盡快出台，而特區政
府亦應制定相關配套措施。

做好「四通」 發揮最大作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 「十四五」 規劃勾
勒了國家發展的藍圖，當中國家無條件支持香港與國家
發展融合，香港若能善用 「一國之本」 ，發揮 「兩制之
利」 ，加上運用本身固有的優勢，定能發揮所長。他續
指，中央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有
助港人適應內地生活的差異，與來自各地的高素質人才
共同建設大灣區。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指出，內地經濟高速發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是刻不容緩的事，而大灣區發
展亦是繼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第二波經濟增長的動力所
在。他認為，要發揮大灣區的最大作用，區內必須做好
「四通」 ，包括人才通、物流通、資金通及資訊通，並
且理順各地的稅制、
法制及出入境政策。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表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
濟體，香港經濟發展有良好的基礎，獨特的優勢， 「十四五」 時期中央
將進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有立法會議員希望
，港人在大灣區教育
及醫療方面的政策能
盡快完善

代表委員：中央大力支持 香港更要爭氣

▲大灣區提供不少機遇，能讓港青開展
自己的創業夢。圖為前海港青年夢工場
內一間公司的辦公室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主任韓文秀昨日在介紹五中全會精神
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十四五」 時期，
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本港多名政
界人士表示，建設好大灣區，與區域內城
市互惠互利，香港責無旁貸。社會各界要
把握時代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創造新時代的灣區奇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認為，國
家發展有五年規劃，也有遠景目標，既
關乎內地及港澳台，更與國際形勢不可
割裂。他說，香港國安法的訂立、實施

，很好地震懾了 「港獨」 分子，香港社
會已逐步恢復穩定， 「如今中央對港政
策的重點，是落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攜手走向世界舞台。」
吳秋北表示，香港作為世界上最自
由的經濟體，與世界經濟聯繫廣泛，中
央高度肯定香港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和
獨特優勢，更多次在政策、具體舉措上
支持香港。 「香港的繁榮穩定不是必然
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中央的大力支持，
香港更要努力爭氣。」他呼籲各界應不負
國家所望，把握時代機遇，積極投身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指出，香
港要抓住時代機遇，繼續保持一直以來
的法治精神、不懈奮鬥的毅力、不斷探
索的創意等優勢，將積澱多年的專業素
養、國際視野等與區域內各城市分享，
兩地攜起手來打造灣區新天地，創造新
時代的灣區奇跡。

兩地互利 讓收益最大化
陳曉峰說，建設好大灣區，香港責
無旁貸。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資產
管理等領域有不少先進經驗，可幫助更
多內地企業規管資金，盡力讓收益最大

化。他認為，區域內各城市不是惡性競
爭的關係，而是唇齒相依、互惠互利的
關係，各界應全力投入，努力奮鬥，優
勢互補 「做大塊餅」 ，不負國家期盼，
為下一代構建充滿生機的城市藍圖。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吳良好說，香港與深圳都是粵
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在科技合作方
面潛力巨大。香港基礎科研能力強，深
圳有一批享譽全球的高科技公司，通過
深化合作，兩地能在一系列科研領域實
現更大突破，更好地推動國家加快建設
科技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