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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融入灣區 2021香港可更有作為
華人研究網絡成員 羅智傑
特首林鄭月娥於早前發表任期內第
四份施政報告，在題為 「砥礪前行、重
新出發」 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
正艱難地應對暴疫夾擊的困境。在這兩
百多條的措施裏，涵蓋了社會發展的許
多方面，包括房屋、科技、教育等等，
當中關於香港在疫情後如何積極融入大
灣區，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實質性的措
施，對於無論粵港澳三地共同發展，還
是香港的企業與個人如何融入大灣區發
展都有更清晰的方向。這也是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表後，特區
政府出於當前的社會現實，從實際出發
所作出的努力。

作為一直以來香港與內地聯繫緊密
的群體，港商和港資製造業從以前的
「三來一補」 為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
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高標準
的質量管理體系，幫助了在改革開放初
期的珠江三角洲崛起，並把產品走向世
界。港商到內地設廠提高內地居民收
入，推動內地經濟的整體增長，發掘內
地市場以及提升內地市場的消費水平，
都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內地的製造
業、服務業以及基建行業也因為港商對
於內地市場的考量，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而打下發展的基礎。在2018年，便有
21345家港資企業在大灣區九市內落地

大
▼灣 區 生 機 勃 勃 、 機 會 處 處 ， 香 港 年 輕 人 積 極 主 動 走 進 大
灣區，拓闊自己的視野，嘗試在更大的市場裏一展所長。

青 年 有 話 說

香港在疫情打擊下，經濟一蹶不振，就業機會捉襟見肘，對
於社會新鮮人或即將畢業的年輕人來說，內地特別是生機勃勃的
大灣區，可以為他們提供無限的發展機遇。港青應該拓寬自己的
視野，嘗試在更大的市場大展拳腳。香港也必須利用自身優勢，
積極融入大灣區，助力國家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

生根，在港資企業工作的從業人員高達
271萬人。這一項項數據的背後，說明了
港商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貢獻以及對粵港兩
地的交流是其他地區所難以企及的。

港青發展舞台寬廣
根據香港中華廠商會與嶺南大學中
國經濟部去年進行一系列關於港資製造
業對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經濟貢獻以及如
何轉型升級作出了有關的調查以及研
究。通過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港資企
業的分析，認為需要在當前的港資製造
業需要創新的推動，才能在 「雙循環」
以及貿易新常態的趨勢中，立於不敗之
地。
而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說，在香港
疫情的打擊下，經濟一蹶不振，就業機
會也是捉襟見肘的同時，內地卻早已完
成了對疫情穩定的控制，並且社會經濟
發展已超過疫情前的水平。作為香港的
年輕人來說，他們不應該只關注在香港
的就業市場，更應該拓寬自己的視野，
嘗試在更大的市場大展拳腳。
特區政府有見及此，在施政報告內

改革區議會勢在必行

加入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這是為
香港大學畢業生提供近兩千個崗位，以
政府補貼的形式給港資企業聘請香港的
應屆畢業生來到大灣區工作的計劃。
依筆者看來這是一個大進步，和以

為國家的發展成就而自豪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東吳一劍

香港菁英會主席 曾鳳珠
區議會亂象叢生，希望區會
撥亂反正早已是社會各界的共
識，早前有媒體報道，中央會出
手處理香港區議會亂象，最終全
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並無涉及香港
的議程。
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攬
炒派區議員不理地區民生事務，
將區議會當成上演 「政治騷」 、
煽暴播 「獨」 的舞台。攬炒派區
議員原計劃成立所謂的 「公民議
政平台」 ，試圖以 「大台」 姿態
向政府施壓，不斷試探國家的底
線。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洞悉
了他們的企圖，屢次警告平台
違法後，令到一些攬炒派議員紛
紛退出自保，以免被標籤為 「港
獨」 分子而失去區議會議席，最
終平台未建成即宣布解散。

雖然仍未DQ黑暴區議員，
但筆者相信正義或許會遲來，但
從不缺席。攬炒派區議員上任快
將一年，他們在過去一年不斷玩
弄政治，挑動社會矛盾，令社會
繼續撕裂，多項地區活動更因攬
炒派蓄意阻撓被迫停辦，他們的
所作所為，把區議會當作 「提款
機」 、濫用權力亂開會、打壓異
己、侮辱官員、令市民怨聲載
道。
更荒謬的竟然有一位區議員
在辦事處貼着拒絕為不同政見市
民服務的告示，筆者痛恨如此品
格的區議員竟然是民選產生。
筆者希望這些區議員不要因
為DQ未到而竊喜，反之，他們
要好好把握機會，落實做好改善
社會民生的地區工作。希望區議

員認清楚區議會的角色、功能、
區議員的職權，不要自我膨脹，
也不要無限上綱上線，阻礙特區
政府施政。
若攬炒派區議員被DQ，不
要以為特區政府一定要安排重新
選舉去替代空缺。不要忘記，去
年11月區議會選舉落選的歷屆議
員也是有足夠民意基礎，例如油
尖旺原區議會主席只差65票落
敗，過往有政績的區議員因幾票
之差而落敗比比皆是。再加上疫
情未受控制，以第二票最高以填
補被DQ議員的空缺也絕對符合
民意。
筆者相信改革區議會勢在必
行，各攬炒派區議員若不改轅易
轍，以服務地區居民為依歸，便
請你們自求多福！



2021年香港重新出發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新冠肺炎重創香港經濟，政府須制定
▼
貼地 政策才能帶領市民走出困境。

2020年是香港極不平凡的
一年，原本期望國安法公布實施
後，香港由亂向治，社會就可回
復正常。豈料漫長的新冠肺炎疫
情改變了社會的運作模式，過往
香港引以自豪的管治模式似乎救
不了經濟，政府在抗疫工作上也
顯得手足無措、不夠果斷。踏入
新的一年，期望政府在經濟發展
以及民生事務上，能夠制定 「貼
地」 的政策，才能把香港今天這
個局面從混亂中糾正過來。
在經濟復甦方面，政府需要
思考除了派錢之外，還要考慮如
何可以協助不同的產業升級轉
型，以發展去對抗經濟低迷。筆
者在探訪基層家庭的過程中，得
知到不少已失業的打工仔都不願
意申領綜援，他們更希望能夠有
一份工作，憑自己一雙手去養活
家人。
這些家庭生活雖然十分困
難，但他們的堅毅不屈生活態度
正正反映香港的獅子山精神。因
此，政府要思考如何讓中小企創
造就業崗位，同時開拓新市場，
帶領中小企走出困境。
在網絡上看到不少應屆大學
畢業生對就業前景唏噓感嘆，擔
心即將面對畢業也同時需要接受

﹁
﹂

失業這個事實，若政府政策未能
顧及這一批即將投入勞動市場的
大學生，便會浪費政府在教育的
投入，也消耗了青年人對投入社
會的積極性。
青年人也需要一個空間。筆
者建議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為剛
畢業的大學生提供青年宿舍，如
讓社福機構與中小企業進行職業
配對，保持青年人對積極投入社
會的熱情。然而，政府亦需要提
供誘因讓企業能夠短期捐出或平
價出租物業，例如就補地價、更
改土地用途、以及在稅務上提供
拆牆鬆綁和優惠，才能夠吸引企
業和非政府機構共同經營，亦大

前策劃在廣東省內建立 「香港城」 不
同，大學生在工作崗位上將會遇到更多
的與來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以及客戶交
往，更加深了他們對祖國的認知與理
解。

大減低非政府機構所面對的營運
風險。
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
近年有部分一腔熱血、憧憬有美
好未來的青年人，被攬炒派誤導
而出現反社會和仇恨政府的情
緒，更有人因而犯法而坐監留有
案底。筆者相信社會需要時間撫
平創傷，定需要以開放的態度接
納和包容不同政見的人士，讓曾
被煽動的青年有改變的機會。故
此，政府需要加強宣傳與教育，
才能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多元化
以及宜居的城市，讓香港重新出
發，重拾昔日國際大都會的面
貌。

剛踏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舊困擾
全球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就在上月，英國發現
傳染力更高的變種新冠病毒，變種病毒更傳播
到各地，有專家認為將成為未來主宰全球疫情
的病毒株。
日本確診人數急增，由上月28日起封關一
個月，暫停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外國人入境。韓
國疫情同樣嚴峻，當地政府推出五人限聚令，
呼籲民眾盡量待在家中，不要外出聚會。
內地大連、北京再次錄得本土確診病例，
當局立即進入戰時狀態，對患者居住的小區採
封閉管理，要求全體居民接受檢測，防止疫情
蔓延。
有英國智庫組織預計，中國將會在2028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較原先估
算提前五年，當中的原因在於兩國從新冠肺炎
疫情復甦的差異。說白了，誰能先控制疫情、
戰勝病毒，誰的經濟就恢復快、發展快。而中
國恰恰是最先控制疫情，經濟率先恢復回穩的
國家，而其他國家很多到現在還是一團糟。
我慶幸活在偉大的中國。這是一個無比團
結、榮辱與共的國家。當災難降臨時，是國家
默默地扛下了所有的一切，所有治療花費全
包，因為中央政府永遠將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放
在第一位。
在疫情陰影籠罩全世界時，中國除全國上
下一心抗疫外，也向世界伸出了援手，向有需
要國家派出醫療團隊，提供各種抗疫物資。香
去年也在中央政府的協助下，展開了 「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 ，在亞博館建造 「方艙醫院」 。
這次疫情，讓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國的團
結，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在國家
的號召下，14億中國人民始終團結一致共克時
艱，展現出無私奉獻的中國精神！
疫情爆發初期，西方國家的一些政客，不
是聚焦在科學抗疫上，而是各自因着背後的政
治算計而抹黑中國抗疫，他們卻萬料不及，今
天大部分的西方國家都疫情失控，更有不少國
家已借鑒中國的防疫經驗。
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不分國籍、膚
色、民族、身份。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
才是。在病毒面前，任何人大意不得。這是全
球性的大考，不僅僅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也
考驗着公民的基本素質。災難終將會過去，生
活終將會走向光明。
但在春暖花開，疫情消亡之際，我們一定
要記住，所有的歲月靜好，都是背後的中國力
量！就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疫情爆發後
屢次親臨抗疫前線，無數的醫護人員奮戰在沒
有硝煙的戰場。是這些不畏艱險的人無私奉
獻，為各國防控疫情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積累
了大量經驗，成功的遏制住了疫情。這也充分
展現出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強大的組織執行能
力。
中國之所以偉大，正是億萬看似平凡的中
國人凝結而成。千百年來，我們在中國精神的
帶領下，砥礪奮進，愈挫愈勇，歷久彌堅。
我慶幸我活在偉大的中國！



加強5G科技推廣 助商界捕捉機遇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 黃麗芳
筆者最近做了一個香港對5G科技的接受
度調查，目的是研究企業在未來10年會有多大
意向將5G科技應用在其業務上。截至上月
中，成功訪問185人，他們來自不同行業，
60%為企業決策人，平均學歷大學以上，只有
10%受訪者具IT背景。
是次調查的數據包括香港企業對5G接受
度的5個維度，分析其對5G的正面觀感，以5
分為滿分，1.對5G的態度（得分4.28）、2.容
易使用的感覺（得分3.92）、3.覺得5G有用
（得分4.11）、4.社會影響（得分4.15）及5.
使用意向（得分4.25）方面，得分平均值均達
到4分左右，以態度一項得分最高，容易使用
的感覺最低。
筆者針對問卷調查的24條問題，應用了科
技 接 受 模 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5個維度的
互為影響值（r值）較高，介乎0.6至0.7之間，
並且統計顯著。惟在迴歸分析時，發現只有容
易使用感覺及社會影響在統計學上能夠決定企
業使用5G的意向，而態度與使用意向不單影

響力不強（β=0.163），而且統計學上效果
不明顯。
這意味着，就算用家對5G的態度正面，
他們對5G的使用意向仍然不足。當筆者就
「容易使用感覺」 、 「覺得有用」 及 「態度」
進行迴歸分析，發現只有 「覺得有用」 能夠決
定用家的態度，而且統計顯著， 「容易使用感
覺」 未能決定用家的態度。
由此可見，雖然商界普遍對使用5G持有
正面意向及態度，由於他們對5G易用度有點
保留，未來需要增加對5G是否容易使用進行
更多宣傳，推出更多對商界有用的5G應用，
並且要為企業提供更多應用誘因，令他們可以
把正面態度轉化為真正的使用意向。
5G在香港只推出短短數月的時間，能夠
得出以上結果，成效已算不俗。筆者認為
OFCA的 「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計劃」 正
正是為商界提供應用5G在其業務上的誘因，
是值得繼續的舉措。筆者作為5G產業聯盟的
監察委員會主席，也對調查結果感到滿意，因
為商界對5G的接受度是正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