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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亂象 再造一個新香港

香港青聯科技協會主席、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 黃麗芳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是亞
洲重要經濟城市。可惜過去議
會、街頭的種種亂象，使香港逐
漸政治化，更影響民生和危及經
濟發展。種種政治亂象、社會動
盪，歸根結底都和選舉有千絲萬
縷的關係。

回顧2014年非法 「佔中」 ，
就是攬炒派妄圖爭取其代理人入
閘選特首而發起。2019年不少攬
炒派議員在議會內外鼓動市民反
修例，走上街頭甚至參與暴亂，
我們都發現不少攬炒派議員推波
助瀾、參與其中，甚至走上前
線。不少黑暴分子也積極參與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他們當時
最害怕是區選押後或取消，成功
當選後更聘用大量 「手足」 。其
後，攬炒派更企圖透過非法 「初

選」 ，竊取立法會選舉過半數議
席，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政
府運作，最終奪取特區管治權。

由此看來，香港過去的政治
動盪和亂局，是攬炒派利用各級
選舉平台，宣傳反中亂港、「港獨」
「自決」 的政見和主張，誤導和

鼓動市民反對政府政策、條例，
挑撥與中央關係，醜化中央和特
區政府，以撈取政治本錢，從而
在各級選舉中獲取選票當選。

立法會過去地區直選和 「超
級區議會」 功能組別佔較大比
例，而直選選區分區大和採用比
例代表制的選舉方法，使候選人
的政治主張更民粹化和極端化，
形象突出更有利吸納選票。這也
同時造成 「港獨」 「自決」 等激
進主張盛行，整個攬炒派陣營走

向極端化，行政立法關係越趨緊
張、不利管治和政策推行。不少
2019年區議會換屆選舉的參選
人，要麼本身就是暴徒、要麼就
與黑暴互相支持，因此他們競選
時在選區中的宣傳刊物、口號，
絕大部分都是黑暴的文宣。

今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全
國人大3．11決定修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香港的
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杜絕攬炒派藉各種選舉以
擾亂議會、奪取議會控制權和特
區管治權的妄想。愛國者為主體
的各級議會，有利香港重回正
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不再
「拉布」 加快審議有利經濟民生

政策，為香港重新發展注入新動
力。

新冠疫情衝擊的背景之下，金融科技數位
化轉型和創新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很多國家
和地區都在孜孜不倦地就此努力探索，試圖在
當前與未來的金融科技領域中獲得一定的份
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如何更好地在金
融科技智慧化領域中佔據技術優勢，已成為一
個重要課題。

毋庸置疑，香港的金融市場已相對有韌
性、較成熟，然而香港金融科技創新技術的生
命周期如何能更長久，更受國內外市場參與者
的歡迎，並帶來持續的盈利，成為香港一張富
有特色的名片呢？

首先，金融科技的創新與發展，是對傳統
金融行業的轉型和升級需求。香港是個多元
化、靈活的國際金融市場，一直致力於提高競
爭力和吸引力，確保能維持國際高標準質素，
為國際與國內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近年
來，香港不斷地在增加資本投入，研究加強或
改革金融科技的諸多方案，已形成了政府主導
科技與金融發展、互聯網技術驅動金融行業產
品逐漸豐富的態勢，目前人工智能、區塊鏈等
新興技術也不斷地推動着香港的金融業務轉型
升級。在此情境下，定能有助於提升香港自身
金融科技的技術研發能力。

其次，開放地突破傳統的技術壁壘，可賦

能金融機構提升運營效率。在香港金融科技行
業成長的過程中，創新與發揮的空間相對其他
城市而言較有優勢，一方面香港得益於內地資
源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長期具備面向全球的視
野，因此推出了許多高效、精細化、智能化的
金融業務產品和技術創新升級方案。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與金融產業的市
場結構不斷地深入融合發展，資料分析與挖掘
維度日益豐富，規模化效應能得以持續的釋
放，也促進了金融科技市場的潛力提升，這些
綜合因素或許能讓香港未來繼續在國際金融賽
道上快速領跑。

優化金融產業結構
此外，在政策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

資本紅利加持的綜合驅動下，香港的金融科技
定能促進行業的創新與發展，當然也會存在着
一定的風險與挑戰。但從資料顯示，目前安全
技術正不斷地在反覆迭代，比如量子計算、生
物識別等技術的升級更新，都能快速地多方匯
總信息量。擴展信用資料邊界，推動金融科技
的人工智能化，提高風險預測的準確性，進而提
升數據行為分析、控制交易風險、即時預防欺
詐等水準，從而讓金融科技的智慧風控體系成
為行業的一大助力，不斷優化金融產業結構。

「人在做，天在看。」 這是
我們中國老百姓常常掛在嘴邊說
的一句俗話。但原來 「天」 有三
重意思。最近鬧得沸沸揚揚新疆
棉花事件，誰在惡意抹黑，誰真
正關心人權，人在做天在看。

一重天叫道德之天。所謂
「天地良心」 ，良心就是天，就

是道德，任何人做事，頭上都頂
着道德這片天。做得對與錯，都
會有評判。符合道德，就是符合
天意，那肯定要讚揚的。違反道
德，即是違反天意，被譴責自然
是逃不脫的，所以很多老人就說
做事千萬不要喪盡天良。

西方最近又一次故意抹黑新
疆人權問題，所謂的 「種族滅
絕」 、 「強迫少數民族」 等天大
謊言，無視新疆人民近年來社會
環境越來越安定，生活也越來越
富裕的事實，其真正的目的卻是
為了破壞剛剛簽訂的《中歐全面
投資協定》，掐斷中國的 「一帶
一路」 ，扼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

大部分對新疆問題人云亦云
的人，都沒去過新疆，批評中國
的少數民族政策也沒有具體的證
據，或許長久以來，外交場合不
是法庭，不需要證據。但中國不
是伊拉克，不是指着一袋洗衣粉
說是 「大殺傷力武器」 ，便可肆

意侵略的地方。從利比亞、敘利
亞到阿富汗戰爭，那些以反恐維
護人權名義發動的戰爭，留下了
一堆又一堆的爛攤子，世界除了
看到謊言，還得到什麼？

二重天叫法律之天。有法律
才能天下太平。法律至高無上，
沒有天外之天。不管做國家之
事，還是做個人之事，都要依法
而行。道德之天在天上，法律之
天在眼前。依法而行暢通無阻，
違法就叫你寸步難行。

香港在中央幫助下制定香港
國安法，堵住了國安漏洞；完善
選舉制度，貫徹 「受國者治港」
原則，效果立竿見影。兩年前的
街頭暴力不再，不管你再怎麼巧
立名目，裝扮成所謂的 「民主鬥

士」 ，也不能超然於法律之外，
特區政府有法可依，警方有法可
行，所做過的事情，將要用刑期
來還。

三重天叫百姓之天。得百姓
者得天下，國家得以富強，人民
自然擁護，這也給香港特區政府
一個寶貴的經驗，民眾對你的不
滿，說明你在社會民生等問題上
未臻至善，國家希望透過完善選
舉制度，加快行政效率，堅定執
行愛國者治港，恢復以前的繁榮
和穩定。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
福，我們對天道要有敬畏之心，
不管什麼人，一定有良善之心才
能立足於天地之間，因為人在做
天在看，是惡是善天會判！





香港菁英會理事 莫健榮

破解行政立法關係難題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Fintech,香港準備好了嗎？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人在做天在看，惡善天會判！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投入大灣區 年輕人勿遲疑

▲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可擺脫泛政治化困局，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

▲西方屢為了自身政治目的，抹黑新疆的人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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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在日前發布《關於進一步便利
港澳居民在深發展的若干措施》，便利港澳居
民在當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四方面共18
條措施。其實類似的政策，在大灣區內地九個
城市不斷出台而且逐步優化。特區政府早前一
項民調發現，只有四成人有興趣到內地大灣區
工作生活。筆者認為要鼓勵更多香港青年人到
大灣區工作生活，應釋除市民的擔憂，在住
房、教育、醫療及交通施行更便利的措施。

房屋方面，根據有關政策已取消香港人在
大灣區 「限購」 的問題，香港人在購房時無需
要提供戶籍或社保年期證證明，便可以 「首
置」 。唯首付卻高達百分之三十，雖然內地樓
價普遍低於香港，但首付三成的比率卻會減低
香港人到內地置業的吸引力。筆者認為特區政
府和內地各城市政府應更多合作，從租用 「人
才公寓」 方式（現時需通過企業及其可用名額
申請），到減低首付成數，研究進一步減輕住
房方面的支出。

醫療方面，參照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模式，
增加香港與內地合作營運醫院的數目，不單容
許使用香港藥物名冊的藥物、儀器，更應引進
香港醫療技術及系統，容許香港人在內地享受
香港的醫療福利制度，首先在深圳及廣州落
地，再逐步推廣至其他城市，讓內地生活的香
港市民也能夠在當地得到香港醫療系統的保

障。
教育方面，現行各城市的優惠政策着眼於

容許香港學生到內地就讀中小學的入學要求與
內地學生劃一。香港家長普遍會認為香港中小
學的基礎教育比內地更好；但內地學生的中文
及數學水平，一直比香港學生高。筆者認為可
以開辦更多像 「培僑書院深圳龍華信義學
校」 ，以內地、香港雙軌課程制模式，或更能
吸引香港家長，容許學生在內地也可以學到香
港中小學課程，學生在升讀大學時既可報考香
港的大學，同時也可報讀內地大學，體現更大
的彈性及優勢。

交通方面，盡早實施深圳灣口岸24小時通
關服務，方便港人分別在皇崗口岸、深圳灣口
岸及港珠澳大橋全天候進出廣東省地區。減少
經常以高鐵通勤人士的車費，例如點對點優惠
票。而在同時可考慮開放香港私家車往來廣東
省牌照政策，容許在大灣區內創業就業的香港
市民申請 「中港車牌」 ，方便相關港人能夠使
用自駕的方法，更方便快捷往來大灣區。

大灣區發展既是國家發展策略，更關乎香
港青年的未來發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
天，更要加快腳步拆牆鬆綁，借用鄧小平當年
的講話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
看」 ，也適用於未來香港融合大灣區發展的趨
勢。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授權對基本
法附件一、附件二進行修改後，香港
特區表明會盡快展開相關本地選舉法
例的修訂工作。這不單是優化選舉制
度的政治事情，選委會引入國家級專
家或擔任全國組織的香港代表，對未
來社會及經濟具有重要意義，香港必
須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此次完善選制，不單將立法會組
成由兩個組別增至三個，議席由70席
增加至90席，選委會也進行重新構建
和增加賦權。

對於香港來說，不單是實現不同

界別（例如專業、地區、商界、勞
工）能夠均衡參政議政，也體現對行
業專家的重視，因為在科技創新界、
會計界、法律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及中醫界均引入具國家經驗的專
家擔任選委。

重構選委會意義重大
例如科技創新界15席在中國科學

院、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產
生；會計界15席在國家財政部聘任的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中提名產生；法律
界9席在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

生；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15席由中
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機構提名產
生；中醫界15席在世界中醫藥學會聯
合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這69席反
映對專業的重視。

再加上港區人大代表、港區政協
委員的190席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
成員代表的110席，即是1500人有約
四分之一是具全國經驗的，為香港引
來國家級的專家視野，這對香港未來
發展極其重要。

近年香港變得愈來愈政治化，
「檢測」 政治化、 「安心出行」 政治

化、接種疫苗政治化……這個講政治
立場、少講事實及科學的年代，泛政
治化也帶來劣質的政治文化，情況極
不理想，實在需要在此時此刻撥亂反
正，從民粹主義出來，引入更多有知
識的賢能，提供國家級的宏觀視野、
區域發展一盤棋的思維，助力國家
「十四五」 規劃、參與 「國內國際雙

循環」 、一同建設大灣區，為香港揭
開新的篇章。

今次完善選制也有深層次的意
義，服務香港可以有不同渠道，例如
可以選擇在地區深耕，也可以在專業
範疇發光發亮。只要有以民為本的
心、做好我們作為香港的中國公民。
我認為新一代要以成為有心有力有賢

有才的國家級專家為目標，努力進
修，汲取知識，認識社會、熟識國
情，以正能量去締造健康的政治文
化，為實現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
樂業的目標進發，這才符合廣大市民
的福祉。

近年香港變得泛政治化，嚴重窒礙經濟民生發展，攬炒派更
企圖透過選舉制度漏洞，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中央及時出手，
以 「決定＋修法」 的方式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為香港繁榮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重構和增加選委會
賦權，更是完善選制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環，新生的選委會成了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