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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闊憑魚躍 天高任鳥飛
──十四五為港青提供廣闊發展空間

香港華菁會理事 趙陽
我們必須看到，當今世界的供應
鏈安全高於其效率，全球分工格局已經
發生變化，全球正出現需求、供給、創
新、服務、資本和金融合作東移的新趨
勢。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功能。這說明：一方面，國家從功能角
色定位上，賦予香港新的角色，力促香
港和內地共同發展；另一方面，憑藉龐
大的人口總量和廣闊的腹地，內地消費

市場總量必將超過美歐總量之和，成為
全球消費中心，香港依托內地大市場貫
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個環
節，提升內地市場潛力，帶動進口和
對外投資，就可以為亞洲和世界創造
新動力。這也為香港轉型帶來新的機
遇。
香港和內地深度融合，是必然趨
勢，那麼在內地這個「海闊」和「天高」的
廣袤空間裏，香港的青年人是否能實現
「跳躍」 和 「高飛」 ，就必須在三方面
做好準備：

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中的三大角色

一是要 「人無我有」 。香港青年
要力爭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高水準專業
人才，在金融、法律、投資風險管控等
領域，發揮專業優勢、經驗優勢、創新
優勢，創造性地解決大灣區共生發展中
的各類熱點難點問題，為大灣區城市發
展提供來自香港的青年智慧。
二是要 「人有我新」 。香港青年
要深入內地，特別是大灣區，親身了
解、深度體驗世情、民情，從市場前沿
來，到業務一線去，在此基礎上，找準
創新的突破口，為大灣區城市發展帶來
香港的 「青春創能」 。比如，通過遷移
運用香港的國際經貿經驗，率先從具體
的青創項目上，推動制度開放、創新開
放、服務開放；比如，可以在新貿易投
資前行方面，利用香港青年國際化知識
結構的優勢，推動數字貿易、服務貿
易、綠色貿易；在供應鏈前行方面，可
率先推動數字價值鏈、智慧供應鏈與智
慧產業鏈。
三是要 「人新我優」 。香港在金

在大灣區這個廣袤天地，香港青年人的
▼
才華能力一定能得到更好的發揮。

青 年 有 話 說

日前，我有幸參加了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貿發局聯合
主辦的 「擁抱 『十四五』 融入 『雙循環』 」 高峰論壇，感慨良多。
特別是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在致辭時引用詩句 「海闊憑魚
躍，天高任鳥飛」 ，呼籲香港工商界堅定未來發展的信心，抓住
香港發展的機遇，用行動書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精彩故事，奏
響更加輝煌的樂章。

融人才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尤其是年輕
群體，要牢牢把握香港將深化擴大與內
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趨勢，為內地企
業提供優質的服務，從而獲得更豐富的
創業機遇。
比如，為內地企業提供優質的諮
詢服務，打造國際融資平台，提供多元
化資本，同時為內地企業在境外的資金

發展才是硬道理 蘇州過後無艇搭
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十四五」 規劃作為未來中國經濟中
長期發展方向的指南，其中涉及香港的部
分字字珠璣，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
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在當
前疫情危機及複雜的國際形勢下， 「十四
五」 規劃為香港堅定戰疫信心和穩定經濟
增長有着重要的作用，指明了香港未來發
展的方向。
香港如何善用 「十四五」 規劃帶來的
紅利和機遇，實現規劃的 「含金量」 ？如
何通過與粵港澳大灣區更深入地融合而保
持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何在保持
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碳中和目標？筆
者認為需要加強思考，要根據本港的優勢
和經濟基礎制定目標，結合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格局，適應規劃提出的順應高端
化、智慧化、綠色化發展的趨勢，抓好着
力點，拓寬發展路徑，做好三大角色。
一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做好中
介服務角色。香港是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
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具備成熟的國際資
本市場，在資產管理、國際融資、金融中
介服務方面有着豐富的產品與經驗，具備
與國際接軌的風險管理和法規制度，加之
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能提供與國際接軌
的高端服務。只要香港強化高效率的國際

中介角色定位，加強與內地經濟的融合，
加強互通互聯，發揮各自的優勢，那麼就
可以相輔相成，從而實現共同繁榮。
二是發揮香港的區域優勢，做好橋樑
紐帶角色。從目前國際的經濟競爭形勢來
看，香港有條件助力內地與國際對接，加
強技術交流與合作。此外香港應將着力點
放在挖掘大灣區廣袤的市場潛力，將擴大
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同時以創新驅動、高
品質的服務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並加大海
內外高科技人才的引進和交流力度。
三是發揮營商環境優勢，做好 「超級
聯繫人」 角色。 「十四五」 規劃將引領大
灣區在新發展格局中先行一步。除在金融
領域扮好 「超級聯繫人」 角色外，做細做
實港人融入大灣區的生活亦大有可為，並
能推進本港與內地的資源分享和良性互
動，比如港人在大灣區投資、就業等需求
越來越大，如能梳理並落實相關領域的跨
境對接指引，不單是助推大灣區融合，亦
有助於內地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準。
毋庸置疑，在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國
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等一系列實質性的
利好措施推動之下，香港必須深入理解
「十四五」 規劃，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找準自身在國家的定位與功能，依
托粵港澳大灣區廣闊的腹地，一定能突破
發展瓶頸，為社會各界發展帶來新機遇。



防控疫情不需要教師爺
！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內地8月22日報告零新增本土新冠病
例，為自7月以來首次，連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絡也為此點讚，並稱中國可能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控制Delta變種病毒疫情爆
發的國家。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由7月下旬南
京等地的爆發的變種病毒，在短短一個月
時間內給滅了，中國人用自己全面防疫、
嚴防死守的努力再一次交出了一份防疫的
滿分答卷！而對比西方某些國家的日增
15萬病例的防疫 「成績」 ，誰給力誰潰
敗，不言而喻！
但有些國家不但自己出的題不會做，
反而還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 「教師爺」 面
孔，公然到處指手畫腳。香港歐洲商會向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公開信，批評香
港政府近期收緊入境防疫要求是 「重大倒
退」 ，威脅到香港作為全球商業中心的地
位，並認為香港應盡早而非推遲開放，要
求香港向西方國家防疫標準看齊，放寬對
已接種疫苗遊客的檢疫措施，認為社會可
與病毒共存云云。
香港本土病例繼續 「零確診」 ，死亡
人數保持在低水平，但香港會否爆發變種
病毒疫情，關鍵在於外防輸入能否守得
住。政府因而決定強制從高風險地區返港
的居民必須在酒店隔離21日的嚴格措

施，以保護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儘管我們要有與新冠病毒共存的心理
準備，但與病毒和平共處可能嗎？病毒不
挑人攻擊，任何人不論貧富、國籍、膚色
都有機會感染。
防疫工作做不好，不單危及民眾性命
安全，更會影響經濟及民眾日常生活。因
此，內地所採取的嚴謹防疫措施，是早日
戰勝病毒，保證民眾正常經濟生活的唯一
選擇。
一個好的公共衞生政策，是要在公眾
身體健康與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之間找
一個動態的平衡點。就像美國一年也有約
3萬人死於流感。它本身屬於一種現實既
定狀態，不可能說公共衞生不允許一例流
感出現，這是不科學的。但不管何時何
地，不管情況再怎麼危險複雜，戰勝疫
情，保護民眾健康安全永遠都是第一位
的。沒有真正為民的心，再怎麼漂亮的口
號都也是白喊。任何政府的抗疫工作都不
應基於政治考量，必須根據科學來作出判
斷，也必須服務於一心為民這個基礎。
我們堅信，不遠的將來我們最終會戰
勝疫情，但請那些無恥的政客們，不要用
民眾的健康和生命的犧牲來獲取政治利
益，因為防控疫情，根本就不需要什麼
「教師爺」 ！

提供停泊和管理服務，發揮好財資中心
的功能；比如為日益富裕的內地民眾提
供多元化的投資理財選項，協助他們優
化資產配置和管理好風險。
新的時代已然到來，新的機遇就
在眼前。讓我們抓住機遇，走進內地的
廣袤天地，在創業擇業的必需中實現人
生成就和豐富體驗的必然！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領
的國家 「十四五」 規劃宣講團，日前
在本港舉行多場宣講，這是回歸以來
首次有中央官員來港就國家的 「五年
規劃」 涉港政策，向社會各界進行闡
釋，再次發出香港必須盡快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重要信號。
經歷40多年改革開放，國家取
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了第一個百
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
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並向着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在此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香港必須加快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過去數年香港社會「泛政治化」，

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正如黃柳權副主
任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的良好
局面得來不易，香港應該盡快形成
「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
展」 的社會共識，努力破解經濟民生
深層次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香港一直發揮
着地區優勢，充當內地 「引進來走出
去」 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當前世界面
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更必須把
握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突破經濟
發展瓶頸，以此帶動改善經濟民生。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提升國
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

中心功能外，更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
「十四五」 規劃為香港帶來新發
展新機遇，特區政府要盡快開展調查
研究工作，評估所需資源或各項政策
的影響。對接 「十四五」 規劃不只包
括政策、產業及市場的對接，亦包括
理念及思路對接。筆者認為，當局必
須摒棄以往「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解
放思想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同時培養
更多專業人才，保持香港區域競爭優
勢，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只有發展才
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唯一方法。



推動創新必須增加科研投入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註冊社工 梁秉堅
日前有青年團體舉辦青年分享
會，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等擔任主禮嘉賓，同場有科
技、金融等不同行業的代表和學者分
享如何推動青年到大灣區發展。
近年特區政府推出多元化的青年
交流、創新和創業計劃，而不少計劃
更成就了青年於大灣區內成功創業。
現時因應大灣區的發展，內地當局已
推出多項措施政策，吸引港青到大灣
區內地九市發展，例如合資格香港居
民可申請居住證、為香港青年提供創
業孵化支援、創業比賽、稅務諮詢
等，各種政策的背後均有助港青更容

易融入大灣區。
這次分享會上，有多個青年團體
成員分享在大灣區發展的親身經歷和
成功經驗，由 「受惠者」 ，搖身一變
成為 「推動者」 。
此外，是次分享會更帶出香港與
周邊地區的競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 就 全 球 創 新 指 數 排 名
（2016-2020）顯示，中國的排名
從2016年的第25位，上升至2020年
的14位。這個數據背後是國家的科
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取得重大進展，全
社會研發經費從2016年的1.42萬億
元提升至2020年的2.44萬億；基礎
研究經費亦從2016年的750億元提升

至2020年的1504億元，總投入約有
一倍的增長。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支持北京、
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香港應借鑒內地經驗，鼓勵
社會投放更多資源在科研之上。過分
倚賴自由市場，結果只是有錢賺的項
目才有人投資，一些基礎研究項目卻
缺乏資金，長遠對發展科創不利。
筆者認為當局需要審視現行政
策，為到內地發展的市民，特別是青
少年提供更多支援。當局亦要鼓勵、
促進不同的青年和專業團體、社團，
在各自範疇內作出努力，共建美好大
灣區。



租金扣稅 減輕租樓負擔
香港菁英會理事 莫健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為十月發表
的新一份施政報告進行諮詢，毫無疑
問，房屋政策是施政重點。香港房價
近期屢創新高，想當業主的人 「上車
難」 ；租屋住的人亦殊不輕鬆，接近
26萬宗公屋輪候申請，一般家庭平
均要等候5.8年才可以上樓，還有逾
22萬人居住在劏房。面對嚴峻的房
屋問題，政府近年確實推出不少措
施，協助不同階層和居於不同處所人
士紓緩住屋問題。
對輪候公屋人士而言，近期都會
收到現金津貼的申請信，讓輪候超過
三年而非居於公屋的住戶申請現金津
貼紓緩租金負擔。居於劏房或籠屋等
不適切居所的，政府早年已透過關愛

基金恆常發放特定津貼，近期亦出台
規管劏房租金的租管法案，也有條例
打擊濫收水費問題。
至於公屋住戶，租金負擔也因過
往可加可減機制而增加，如去年在經
濟不景情況下加租一成惹人詬病。幸
好房委會從善如流，提供三個月免租
安排，即將到來的九月又再免租。另
外，政府每年還推出數千個綠置居、
居屋單位讓市民申請，改善住屋環
境。惟申請者太多，每次超額數十
倍，猶如幸運大抽獎，機會緲茫。部
分市民也可以選擇 「白居易」 名額，
在二手市場上買未補地價居屋。但
現時房價高企，未補地價居屋參考
私人市場折扣定價，仍負擔不輕，

所以 「白居易」 近年成功置業的比
例不高。
成功置業的人也要面對沉重的供
樓負擔。現時利息尚低，一旦加息他
們供樓佔入息比例可高達銀行壓力測
試上限四至五成。政府過往延長自住
單位供樓利息扣稅安排，每年也有一
定金額的寬免差餉安排，減輕業主負
擔。
然而，有部分夾心階層家庭收入
高於申請資助房屋上限，但又未儲夠
首期置業，他們往往長期以高昂租金
租住私樓，故建議政府在新一份施政
報告中，推出租金扣稅措施，減輕這
些夾心階層的負擔，使房策能全面惠
及各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