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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近日公布的通識科改
革，科目繼續維持必修必考，但

其公開考試評分準則變為合格和不合格，涉及的
課題和課時均減半，亦會在考核中取消「獨立專
題探究」，亦要加強關於憲法和基本法相關的教
育。筆者認為這些改革措施根本上是對通識科端
本清源，讓學科回到其創立的初衷。
首先，新高中通識科創立的初衷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繫

各科的知識，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在課時和課題上均減
少一半的分量，對於整個高中學制而言，可謂是「拆牆鬆綁」。
由於香港新高中課程中，有四門主科，分別是中文、英文、通識
和數學，當中前三科對於語文能力要求較高，偏向文科類，故此
在一定程度上並不利於香港希望培育數理以及科技人才。如果在
必修科目中減少通識科的課時比重，一方面可以減少學生的學業
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去選修其他領域的
科目。
同時，通識科希望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

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而本來在現代中國的內容上理應從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正負影響來教導，
但現在的情況基本上都以問題導向為主，能真正讓學生了解國
家，或者認識基本法和憲法的比重很小。現在改革指明重視培養
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也不過是回歸科目
的初衷。再者，在課程中提供到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除了在課
堂和書本上認識祖國，更加可以利用沉浸式學習，拓展學生的視
野，也能讓他們更好地了解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員，同時以更高
的視野看待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中如何實現理想和目標。
通識科教材問題也是社會大眾關心的重點。從去年開始，就已

經設立了自願送審制度，就是教科書書商可以把出版社教科書送
到教育局審核，客觀環境上大多數大型出版社已經把其教科書送
審。不過實際上，在通識科的落實過程中，過去一直都只有課程
大綱，缺乏對課程內容甚至重要概念的具體規定，導致不同的出
版社和老師教授的內容會有很大不同。設立這樣的送審制度，也
有助於規範化學生學習的內容和縮小差異。

當然改革的方向長遠必然是端本清源之舉，但短期內如何落實
改革，短時間內縮減課時而引致的教師人手過剩問題，局方還應
給予清晰指引及專業培訓來釋除教師團隊的疑慮。上下一心，才
能真正把通識教育改革落到實處！

施政報告三大亮點 助香港疫後再出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一份施政報告，是一份相當務實、

具有針對性的施政報告，更具有三大亮點：一是準確把握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闡述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的堅定立場和決心，在政治上正本清源。二

是中央對香港的全面支持，不但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更在不同方面對香港施以援手，體現中央對香港一以

貫之的關顧和支持。三是報告着力突破經濟民生的困局，

既着眼當前，又謀劃長遠，在民生問題上解難紓困的同

時，亦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和規劃，助香

港疫後再出發。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施政報告就着抗疫、經濟、民生、粵港澳大灣
區、「一帶一路」建設等政策範疇提出200項措
施，既針對當前的經濟民生困難對症下藥，亦繪就
了香港重新出發的方略。當中最令外界關注的，是
施政報告在內容及編排上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
原則，在政治上正本清源。

報告體現「一國兩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林鄭特首在報告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引述習近平主

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強
調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
和「兩制」的關係，並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在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層面正本清源、撥亂反
正。

在施政報告的編排和內容上，亦充分體現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強調香港必須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報告特別開闢了「中央全力
支持」和「堅持『一國兩制』」兩個章節，這個
安排既突出了中央的支持，亦明確了香港的憲制
地位。在堅持「一國兩制」一章中，報告強調全
國人大的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基本法具有解釋權、對基本法實施具有監督
權，明確指出這些都是香港憲制秩序的應有之
義。施政報告特意強調這些憲制原則，表明特區
政府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堅定立場和決
心，擺正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定位，在政治上
發揮了激濁揚清的作用，有利香港社會正本清
源。
近年香港政治風波不斷，歸根究底還是政治問

題，是「一國兩制」遭到別有用心者肆意曲解、扭

曲的問題，也是一些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
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外部勢力反共反華橋頭堡的
問題。可以說，政治問題不解決，香港很難切實解
決各種深層次矛盾。施政報告特意將政治章節放在
最前，正是抓住了香港問題的核心。
在制訂施政報告之前，林鄭特首專程到北京與中

央政府及相關部委領導討論中央支持香港的措施，
其間獲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韓正副總理在接見
時表示，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能夠
增進香港的百姓福祉，以及促進香港能更好地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等事情，中央政府都會全力支持。林
鄭特首此行的成果，充分在報告中反映出來，成為
施政報告的一大亮點。中央一系列挺港措施，充分
體現中央的支持和關顧，亦反映國家永遠是香港最
堅定、最強大的後盾，大大提振了香港各界對未來

的信心。

及早實現「清零」決而有行落實施政
針對香港青年的發展問題，報告提出「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資助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
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
作。對於土地房屋問題，報告已全數覓得興建
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330公頃土地，首次滿足
《長遠房屋策略》未來10年公營房屋需求，同時將
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仍未獲配屋的申請者提供現金
津貼。這些措施都是急民所急，顯示特區政府有決
心、有魄力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帶領香港突破困
局。當前關鍵是及早控制好疫情，實現「清零」，
並且抓住由亂轉治的機遇，決而有行地落實施政，
讓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發。

中央公布了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十四五」規劃時
期（2021至2025年）是中國實現社會經濟
發展和現代化長遠奮鬥目標的重要階段。
201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邁上1萬
美元的台階。中國將很有可能在2025年達到
世界銀行當前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並在
2035年實現人均收入翻一番。

國際經驗表明，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發展中國家需要有效引導其經濟增長模
式的轉型，將競爭力的基礎由低成本投入優勢
轉變為創新能力和生產率的提升。「十四五」
規劃建議強調，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
居於核心地位，中國將進一步深入實施科教興
國、人才強國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
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近年來，中國在加強創新能力方面已取得

了重大進展。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重由2001年的1.1%穩步上升到2019年的
2.23%。根據經合組織(OECD)按購買力平價
(PPP)的計算，中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
全球第二大研發大國。中國的研發支出(按購
買力平價計算) 已大幅縮窄與美國的差距，從
2005年相當於美國研發支出的26%上升到
了2018年的80%。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的統計，2019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
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國際專利申請來源國。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生產

率提升可以同時受益於兩種不同類型的創
新。一種是基於「後發優勢」的趕超型創
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體系與全球技術前沿
之間普遍存在相當的差距。發展中國家有機
會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學習、採用和完善發達
經濟體的現有技術，並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
展，跳過中間代際的技術，直接吸收、轉化
和研發最新代際的技術。

中國向高收入國家生產率水平的趕超仍處
於相對早期的階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估算，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的勞
動生產率水平已從全球前沿水平的15%提升
到了30%。雖然中國的產業結構比同等收入
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要先進，但其生產率與全
球前沿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這意味着中國
產業體系仍有巨大的趕超型創新空間。
另一種是在全球前沿的開創型創新，這對

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力和增長至關重要。雖然
開創型創新風險高、難度大、成功概率低，
但針對開創型創新的努力有利於全方位培養
國家創新能力，並在特定領域形成建立技術
領先地位的「先發優勢」。西方大國往往會

通過保護主義政策限制高端前
沿技術與設備的轉讓。由於自
身缺乏開創型創新的能力，發展中國家在追
趕發達國家產業競爭力方面普遍面臨巨大困
難和壁壘。
儘管中國經濟的整體生產率與全球前沿仍

有相當差距，但中國在信息通訊、人工智
能、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由新技術革命推動
的產業領域正逐步構建技術發展的領先地
位。在研發支出和創新績效方面，越來越多
的中國公司已躋身世界領軍企業之列。在反
全球化勢力抬頭和顛覆性技術變革加速的背
景下，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對中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性日益凸顯。
趕超型創新和開創型創新對於中國轉變經

濟增長模式、成為現代化高收入國家的發展
進程都至關重要。在資源配置方面，隨着經
濟結構的成長演進，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產
業領導者需要根據不同行業和企業的具體情
況在兩種創新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在當前
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也需要進一步努力營造
開放、共贏的國際創新環境，積極推動國際
前沿技術研發合作以及在發展中國家更廣泛
的技術擴散。促進創新和共享繁榮是應對當
前全球挑戰的最有效途徑。

以創新引領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黎晨 劍橋大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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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宣讀其任內第4
份施政報告。特殊的社會背景造就了一份本應獨
特的報告。

較引起筆者注意者，首先是特首確認已有足夠的土地去發展公
營房屋，得以滿足長策會10年展望需要。毋庸爭辯，香港的房
屋問題最複雜，牽涉的層面最多、利益最廣。但說到底，始終是
特區政府遠比回歸前依賴土地財政。一旦突破此點，在技術層面
的推進，就必然在於覓地、造地。
無奈，不少政界中人，甚或政府中人，都將造地與改劃截然劃

分。然則，一塊土地的社會、經濟用途是否得以高效、全面發揮，
並不主要由其物理條件決定。也就是說，新界東西、大嶼山南北各
種一直存在的荒地、棕土，如何針對社會所需發揮其經濟潛能，其
重要性、效率比，並不見得比移山填海、新造地段為低。
可惜的是，從調整港九新界、大嶼山總體城市布局，到鐵路建

設、地積比率的重新審視，特區政府相關工作的深度、廣度，都
遠遠未能切合業界及民眾所需。就此而言，將改劃與造地相比
較，甚或斷言後者才是真正擴大土地供應，多少有點說外行話之
嫌。
事實上，該份施政報告帶來的好消息——覓得公營房屋足夠

發展用地，細細看來，也主要來自新界東北、洪水橋等大型新
市鎮發展，並不涉及大型移山填海，主要也是憑藉業權重整、
用途改劃而來。進一步講，上述衛星城市藍圖，俱肇始於特區
第一、二屆政府，亦即距今少說10多20年前。近兩屆政府在
壓縮改劃程度、開拓新土地方面只聞樓梯響，是次施政報告亦
未能盡免。
近10年來，未見哪一份施政報告有針對性地對造地難、改劃

慢的問題對症下藥。租用賓館、酒店是救近火的思路；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營造中轉房屋，也是應急方式之一。問題關鍵是如何
整合地政、屋宇、渠務、環保、運輸等部門，透過快速規劃、緊
急施工，讓相關應急項目、措施推而廣之，而非聊備一格；同時
須確保公共交通、運輸網絡順暢。
針對基層惡劣的生活環境、極端昂貴的租金，嘴上說短中長期

皆須顧及，實在太容易，執行上是否互相配合、彼此平衡，就端
賴決策者的劍及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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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楨 教授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過去的數年，每逢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的
大會，反動派的立法會議員總會上演一場又
一場破壞會議正常運行的大戲，而且越來越
激進，肢體衝突層出不窮。與朋友談到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向立法會發表新一份施政
報告，及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大家都感嘆這是久違的平靜，沒有衝擊，沒
有叫囂，沒有鬧劇，終於可以認認真真地聽
完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立法會的會議恢復正常的原因，是2020年
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度出手，補充
了8月11日的決定，對立法會議員履行職責
的資格作出決定。特區政府隨即宣布楊岳
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反動派又有15名立法會議員不
顧之前對市民的承諾，集體辭職。坊間戲稱

「買四送十五」，立法會減少了「搞搞震」
的一夥人，自然而然回歸理性。
然而這次的施政報告發表時，15名鬧辭的

攬炒派議員中還有13位要到12月1日其鬧辭
才正式生效。因此，他們若要「玩嘢」，還
可以在是次的施政報告等會議上演。真正令
他們不敢在立法會上「玩嘢」的不是「DQ」
和鬧辭，更有效的是當局對「搞亂立法會」
的立法會議員依法執法。在2020年11月1
日和11月2日，多位反對派的香港立法會議
員和前任議員被捕，他們被指觸犯香港《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簡稱「特權法」）
中的「藐視罪」和「干預立法會人員罪」。
這次的逮捕所產生的阻嚇力是實實在在的，
也就是說，只要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
依法執法和依法判案，便不怕立法會亂成一

團。
香港特區立法會經歷了

2019年7月1日被黑暴大肆破壞，整個立法
會被破壞得裏裏外外面目全非，那是香港(包
括香港人)的屈辱，是縱容反對派及其立法會
議員的結果，香港人必須牢記，必須以法制
亂，以法制暴，順應民意。

依據基本法第73條，香港特區立法會行使
十項職權，「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
行辯論」就是其中一項。這次施政報告在立
法會裏理性進行，是「由亂到治」的好開
始，但不等於「由亂到治」的徹底解決，政
府還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會的法律和制度，
以實現立法會治理的長治久安，令立法會議
員回歸到理性議政論政和履行職權的本分
上。

以法止亂助立法會回歸正軌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醫管局日前向一班黑醫護發信，表示決定
只會向這些「缺勤」員工收回已支付的工
資，更承諾「不會就此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
面的跟進。」黑醫護罔顧病人生命，在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之際，拋下醫護人員天職發動
罷工，集體當逃兵。在復工返回公院後，又
以怠工、浪費破壞醫療物資等方式破壞抗疫
工作，其行徑引發社會大眾的憤怒，紛紛要
求醫管局嚴懲。醫管局輕輕放生黑醫護，不
但愧對盡忠職守的醫護人員，愧對受罷工影
響的病人；更無視社會大眾要求，更令人失
望憤慨，必須予以譴責。

今年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僅是開
始出現，醫管局中一班黑醫護馬上趁疫打
劫，以抗疫醫療物資不足等借口，以罷工為
名爭相當起了逃兵。事實上，香港醫管局的
抗疫物資儲備，在無限制使用下，都足夠醫
護人員使用三個月之多，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相比不知充裕了多少倍。

黑醫護發動罷工不僅是貪生怕死，背後
還有險惡的政治圖謀。他們通過罷工要挾
政府全面封關，在當時黑暴肆虐下，企圖
進一步製造內地與香港的對立情緒，以此
來謀取政治利益。黑醫護的罷工造成了香
港公立醫療體系的混亂，不但令忠於職
守、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疲於奔命，更有
病人因為缺乏照顧不幸去世。在社會輿論
的譴責下，黑醫護的罷工沒能持續，最後
只能灰溜溜地復工。可是他們沒有就此痛
改前非，而是利用竊據公院職務之利，以
怠工、浪費甚至破壞和偷竊抗疫物資的方
式，明裏暗裏繼續破壞抗疫工作。黑醫護
毫無職業道德的行徑，令全港醫護同行蒙
羞，包括醫護界在內的社會人士，紛紛嚴
厲譴責這些無恥的逃兵，要求醫管局嚴厲
懲處。
醫管局以「缺勤」粉飾黑醫護的政治罷

工，僅扣回已發薪金，卻無任何懲罰，令人

質疑醫管局管理層根本是在縱容包庇。今年
初發生的多宗黑醫護偷竊抗疫物資事件中，
有正直的醫護人員不齒黑醫護所為，挺身舉
報反遭到院內管理層的針對，事件最終亦不
了了之，當時社會輿論就質疑管理層根本就
是黑醫護的同路人。
黑醫護組織「醫管局員工陣線」得了便宜

卻和局方「大扯貓尾」，聲稱醫管局的做法
「是在第四波疫情下『清算』罷工醫護」，
「證明政府以『政治獻媚』凌駕抗疫」；更
公然聲稱「罷工爭取五大訴求，我們無怨無
悔」。顯然黑醫護不但完全沒有悔意，而且
還在公然宣示會繼續爭取所謂「五大訴求」
的黑暴和「港獨」訴求。

醫管局的縱容只會讓黑醫護的氣焰更加囂
張，更加變本加厲地搞事，成為公院體系內
一顆顆定時炸彈。第四波疫情開始大爆發，
黑醫護會否再借疫情搞事破壞？醫管局能擔
保嗎？

醫管局「放生」黑醫護助紂為虐
利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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