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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祖國需要，我願意獻出我
的全部身家，甚至是我的生命。」 這是
筆者那來香港十多年的太太最近經常說
的一句話。她學歷不高，也很少參與社
會團體。以前她也經常說內地這不好、
那不好，老早成為一個普通的 「香港師
奶」 。現在她突然一下子充滿了愛國主
義熱情，因為經常看新聞看到了西方國
家對香港、乃至全世界的劣行，它們破
壞他國穩定、挑撥他國社會矛盾，近幾
年這些劣行影響到了香港普羅市民的經
濟和生活。

這些西方國家自詡維護世界民主和

平價值觀，卻幹出損害港人利益的勾當
──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地位、發動暴
徒搞暴亂、制裁香港官員、搞亂香港經
濟等等。港人收入下降了、物價飛漲
了、生活環境不安全了、社會及家庭撕
裂了，這就是西方國家為了香港人的
好？如果真正為了港人的自由和民主，
那麼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國就不應該強佔
香港，甚至曾經不准華人居住在半山以
上。

西方劣行激起港人的愛國心
實際上，西方國家的醜惡行為，反

而激起港人的愛國心。2021年4月15
日，是第六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也
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首個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部分立心不良的媒體抹黑
特區政府舉辦國安教育日相關活動是
「實行愛國主義教育是強行洗腦」 云
云。

可他們不知道簽名支持完善選舉制
度的市民中，包括很多中小學生，他們
更是主動簽名支持完善選制。因為大家
都知道，完善了選舉制度，公平公正的
選舉出真心為民的立法會議員和特首，
能帶領香港走向繁榮富強、讓港人生活
幸福美滿，這比空談所謂的 「民主自
由」 更重要！

香港經濟在前兩年的社會動亂及疫
情影響下，失業率高企、應屆畢業生難
找工作，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已經知
道，讀書要以學業為重、不應政治掛
帥。大學生畢業後要找工作、成家立
業，直面社會壓力，這些都要靠自己去
承受。西方國家能幫得上忙嗎？難道西
方國家會一輩子供養香港的這些講政治

的青少年？
去年的美國大選已經讓香港青少年

清楚認識到西方的雙重標準和偽善。筆
者認為西方國家越是無理打壓中國、粗
暴干預香港事務，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

就會越來越普及、越成功，市民的愛國
心就越來越牢固。 「有國才有家，國強
民才富」 ，這是人人都會明白的道理，
而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人不愛中
國，難道應該去愛其他國家？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抹黑中國沒有民主自由，誣衊
中央破壞 「一國兩制」 ，但去年的美國大選，以及年初的美國國
會大樓暴亂，讓我們清楚認識到西方的雙重標準和偽善。包括全
港市民在內的十四億中國人，根本無懼西方國家編造不同的藉口
遏制中國，相反西方國家越是打壓，越能激發香港市民的愛國心。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早前一部叫《山海情》的電視劇
在內地熱播，故事講述八、九十年代
寧夏一個叫西海固的地方，在國家實
施精準扶貧的政策下 「脫貧摘帽」 的
故事。西海固是寧夏中南部九個深度
貧困縣區的概稱，直至1970年代，
仍有70%的群眾吃不飽、穿不暖，
人畜喝的是苦鹹水，素有 「苦甲天
下」 之稱而聞名全國，更在1972年
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 「最不適
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

上世紀80年代，國家啟動 「三
西」 扶貧開發計劃，西海固作為 「三
西」 地區之一，國家推行有計劃、有
組織、大規模 「開發式」 的扶貧政
策。除了向寧夏投入大量扶貧資金
外，更興修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
而最重要的是採取以提升和發展產業
作為手段的方法從根源上消除貧窮。

有關政策實施以來，寧夏貧困
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11%。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2月表示，經

過8年持續奮鬥，在現行標準下農村
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國832個貧困
縣全部 「脫貧摘帽」 ，消除了絕對貧
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
口實現脫貧。反觀香港，特區政府多
年來的扶貧工作一直膠着。

去年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
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貧窮人口多
達149.1萬人（政策介入前），貧窮
率不跌反升達21.4%，新增貧窮人口
逾10萬，如果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對經濟的衝擊，可預期數字只會進一
步惡化。

而作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仍然
有64萬貧窮人口（政策介入後），
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創2009年以來新
高，足見扶貧工作未見成效。

雖然回歸以來歷屆政府都有提出
「改善民生、發展經濟」 的規劃，但

不論是 「八萬五建屋計劃」 、中藥
港、數碼港，到發展 「六項優勢產
業」 （教育、醫療、檢測認證、環

保、創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最
後通通都未有貫徹執行。

香港貧窮問題的癥結在於產業結
構單一、資本過分集中、社會內耗嚴
重。政治環境長期處於爭吵狀態，政
府精力只能集中處理政治紛爭；九十
年代製造業北移後，經濟發展過分依
靠金融、地產、物流、旅遊等外向型
產業，疫情下外部經濟停頓對經濟的
打擊更為明顯；再加上香港的土地價
值冠絕全球，土地成本不合理地高
昂，租金成本中小微企創業的最大負
擔，繼而扼殺創業空間。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及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後，社會環境相對穩定。但
無論是制定政策的政府高官，還是身
在議事廳中為民發聲的議員們，如果
「治港者」 不能與時俱進、解放思
想，不願意拋棄陳舊的框框條條，未
能大破大立順應時勢，香港只會被世
界潮流所摒棄，只會被迫邊緣化、空
心化，香港的貧窮問題更難以解決。

香港一直面臨着各種挑戰，包括強
化金融經濟的競爭力與永續力，保持國
際化都市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包容性及生
命力，因而需要更多創新性的調整。因
應變局，隨着國安法頒布實施，以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工作進入修訂本地法例階
段，可以看出革新整合正在有序進行，
表示贊同和正面反應的社會各界和市民
已佔大多數。

但不得不說，有部分人還是存在着
疑慮，對香港的出路保留着一定的懷疑
和謹慎態度。那麼香港要如何扎實地推
進愛國者治港？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中發揮所長，鞏固自身在國家發展中
的作用？未來的前進之路又在何方？

《尚書．五子之歌》中提到 「民為
邦本，本固邦甯」 ，宋代大儒朱熹曾
說： 「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
立。」 從近兩年的社會輿情來看，很多
市民其實已厭倦了光提問題毫無建設性
的政治化氛圍，擔心經濟民生被 「搞政
治不幹實事」 的政客胡亂管治，導致江
河日下的萎靡之態。

加之新冠疫情疊加的負面影響，也
讓部分港人對未來暫時有些迷惘或降低
信心。

在這種氛圍之下，社會需要一大批
以民為本、真正關心港人利益的愛國者
站出來參與治港，了解普羅大眾對施政
的意見，廣泛聆聽、吸取市民對公眾事
務的心聲，處處優先考慮民生民意，站
在廣大市民的立場發聲辦事；務實地推
出能解決市民切身之急的措施，諸如逐
步去改善沉疴已久的房屋政策、年輕人
失業率高、安老福利保障、防控新冠疫
情、往返內地免隔離等問題。

香港社會亦需要一大批理性專業的
愛國愛港管理者，既能務實地對接內
地，善用國家的政策紅利及廣大的內地
市場資源，又能發揮香港國際領先水準
的專業服務、金融貿易、完善的法律制
度等優勢，兩相結合，協同並進。同時
把握社會脈搏，在經濟發展的大前提
下，促進社會和機制的建設，完善社會
服務和行政管理。

只要參與治港的愛國者負責任地去
優化管理措施，及時了解民情，與社會
各界加強良性互動與配合，相信當前香
港存在的難點總會逐步得到改善，普惠
到社會各階層，進而惠及民心，增強愛
國者治港的公信力，建立起關愛共融的
社會。

《深圳市數字經濟產業創新發展
實 施 方 案 （2021-2023 年 ） 》
（《方案》）在近日出台，不單包括
宏觀的方向，也有明確的執行與實施
目標，為深圳市抓緊數字經濟提供清
晰的發展思路。與 「十四五」 規劃
中， 「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
國」 一章互相呼應。

反觀香港，政府雖然有推出 「數
碼21」 、 「智慧城市藍圖」 等文
件，主要從推動者角度出發，展示政
府在有關方面已經開始工作，未有深
入討論如何以產業及數字角度去推動
產業的升級及轉型，也未見大刀闊斧
向真正的數字政府改革，可是，小修
小補又如何見到大進步呢？

國家的 「十四五」 規劃中， 「數
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及數字
生態」 四個重點，在 「打造數字經濟
新優勢」 上，談到 「加強關鍵數字技
術創新應用、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及
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 ，在 「營造良
好數字生態」 ，提及 「建立健全數據
要素市場規則、營造規範有序的政策
環境、加強網路安全保護及推動構建
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

觀乎深圳的《方案》，目標是要
做到擴大產業規模、提升創新能力、
完善支撐體系及增強集聚效應，當中
定立在2023年，全市數字經濟產業

增加值超過19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即年均增速6.5%。在提升創
新能力上，深圳目標在2023年，研
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操作系
統、數據庫、中介軟件等基礎軟件和
CAD、CAE、EDA等工業軟件。深
圳計劃興建10家高水平研究院、實
驗室、創新中心等創新型研究機構與
創新載體，提升源頭創新能力。在更
加完善支撐體系上，到2023年，建
成一批對產業有重大支撐作用的新型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台；加快建立
數字經濟產業領域的標準規範和測試
認證體系。

在增強集聚效應上，期望在
2023年培育15家以上年營收超過50

億元的龍頭企業，70家以上年營收
超過10億元的重點企業。以上均是
可量度的清晰目標。

香港何時會如 「十四五」 規劃
般，以 「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
政府及數字生態」 四個重點，去推出
我們的 「數字經濟藍圖」 呢？尤其是
科技的 「自主創新」 與 「開放創新」
是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
要推動力，香港需要好好把握由數字
經濟所帶來的機遇，由政策局，甚至
更高層次的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牽頭制
定一個針對香港產業結構及優勢的
「數字經濟發展藍圖」 ，助香港更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一同參與數字灣區
的發展。

香港社會近日就完善選舉制度議題
熱烈討論，反對派繼續抹黑完善選制，
煽動支持者反對完善選制；代表社會各
界的團體和組織、建制派則對條例草案
開展深入討論，希望完善後的選舉制度
能夠包含最廣泛和最能代表國家及香港
利益。

筆者認為，在集中精神去研究法例
修訂的同時，需要加強做好國民教育工
作，才能讓制度給予具能力的愛國者在
未來運作。

經歷黑暴和疫情雙重夾擊，香港社
會經濟民生都急速下調，然而一河之隔
的深圳綜合發展獲驕人的成就，香港未
來的機遇能如何把握好呢？香港這幾年
的發展被嚴重政治化，錯過了不少發展
的時機。用 「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這句
香港的俗語形容今天的社會現況特別合
適，過往政府部門為應對立法會內外的
種種亂象而疲於奔命，導致未能紓解經
濟民生的困局。

完善選舉制度後，將有更多賢能愛
國者進入議會，有助官民合作去重建香
港社會。未來這兩年對於香港是十分重
要的時間，包括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
特首的選舉，做好選舉工程的基礎下，
政府才能吸納廣大民意去制定社會政策

和做好資源分配。
筆者近年關注香港的住房問題，基

層人士從居住在劏房中，演變到居住在
太空艙；有資本的小康之家亦因為樓價
高企亦只能住在納米樓，窄小的居住環
境沒有政策能支持。

此外，疫情影響了香港的經濟民
生，相對於內地的城市管理而言，特區
政府至今仍未能有效控制疫情，使香港
人的前景困於迷茫之中。唯有讓賢能者
進入議會，代表最廣泛的民意聲音做好
監察政府施政， 「一國兩制」 才可以行
穩致遠。

有完善的法例需要結合加強國民教
育才能使制度健全。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建黨一百周年，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到建
校110周年的清華大學考察，強調 「百年
大計，教育為本」 。筆者認同教育制度
和國民教育的成功與否，關乎香港的
未來。並相信香港必需要培養出賢能的
愛國者，才能配合國家未來就大灣區發
展的倡議，以及制定對香港有利的公共
政策。

面對選舉法例的修訂，團體和政黨
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並吸納業界和持份
者的意見及支持，才能達至有效的地方
管治。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須下大力氣解決貧窮問題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從心出發 扎實推展惠民政策

全國人大代表、華人大數據學會執行主席 洪為民

加快規劃數字經濟發展藍圖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選舉法例修訂需配合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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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越打壓 香港市民越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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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無理打壓中國，反而激起市民的愛國心，更加堅定支持中央一系列
治港方針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