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話
短說

名家
指點

國民黨
主席選舉
結 果 出
爐，前主
席朱立倫
當 選 回
鍋，朱陣
營一開始
就掌握這
次主席選
舉的選戰

主軸，最後關頭對手張亞中
崛起觸發 「亡黨感」 ，催動
居黨內多數的沉默中道選民
「棄江保朱」 ，終於讓朱回

歸基本盤勝選。這次黨主席
的選舉過程，暴露黨的路線
缺乏共識，黨的團結潛伏重
大危機，黨的重振面臨嚴苛
的挑戰。朱立倫接下的是一
個孱弱、迷惘且分歧嚴重的
政黨，擺在眼前的是重重的
關卡，除了 10 月底的立委陳
柏惟罷免案、年底的四項「公
投」以及接下來的2022、2024
的選舉外，如何團結黨內才
是朱立倫真正的考驗。

國民黨問題未解
這 次 選 舉 出 現 激 烈 的 交

鋒，確實反映了國民黨內部
幾個懸而未解的問題：一、
國 民 黨 的 兩 岸 路 線 陷 於 退
縮，無法因應民進黨的反中
格局理出自己的方向，基層
黨員對此深感不滿；二、江
啟臣主席任內雖然保持適度
的議題制衡，但對黨內的改
造卻墨不多；三、黨員結
構與台灣社會結構脫節，導
致不少深藍黨員受到張亞中
亢進言論的召喚，但是年輕
黨員卻覺得備受忽視。以上
這些，都是朱立倫上台後必
須積極補強和改革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選舉
結果，出現黨員人數低、投
票率低、得票率低與得票數
低的 「四低」 現象，有投票
權的黨員 37 萬人，比四年前
縮水 9 萬人；投票率 50.7%，
比四年前減少 7%；朱立倫的
得票率 45.78%，不但是國民
黨有史以來首位未過半的當
選人，得票數只有85164票。
比起張亞中一個政治素人，
單 靠 論 述 與 理 念 就 得 到
32.59%選票，朱立倫拉攏了地
方派系，得到縣市長、民代
的表態力挺，再以棄保效應

邊緣化江啟臣，用盡全力卻只能得到 「四低」 的結
果，堪稱沒有賦予國民黨再起與朱立倫共主的氣勢
與聲望，這是國民黨與朱立倫的大危機。

尤有甚者，這次選舉打出的仇恨感與恐懼感，朱
立倫陣營把張亞中打成 「急統」 「紅統」 ，營造對
方可能導致國民黨分裂的恐懼感；張亞中陣營則把
朱立倫打成 「朱綠倫」 「美國線民」 ，藉此操作討
厭朱立倫的印象。這些負面手段，都可能使得未來
黨內團結蒙上陰影。因此選後各陣營若不知節制，
勝者以為可以贏者全拿，而不在人事、政策和路線
上向敗選者展現包容與吸納，而敗選陣營若也不甘
認輸，則朱立倫未來的黨務推動勢必處處受到掣
肘，要談團結合作共創勝績將更不可能。

朱立倫應展現執行力與領導力
再進一步言，朱立倫當選黨主席後的第一戰就是

立委陳柏惟罷免案，罷免案從來就不止縣市的事
情，而是應該從中央黨部到縣市，從正規軍到側翼
的全面總動員，朱當選後能夠展現何種執行力與領
導力，第一戰就要見真章。今年底四項 「公投」 結
果，不但是蘇貞昌團隊是否改組的關鍵，也是國民
黨能否由弱轉強、贏回民眾信賴的指標。再加上明
年縣市選舉，依照縣市執政版圖以及施政表現，國
民黨不但沒有失敗的理由，而且還要趁勢追擊擴大
戰果。一言以蔽之，這次選舉朱立倫從一個人的選
戰，打到全黨在恐懼中棄保投票，這對朱立倫是一
個嚴重的警訊，張亞中支持者爭的與其說是路線，
不如說是對朱立倫、江啟臣無力對抗民進黨的反
彈，朱除了必須面對黨內基層、深藍對他的質疑，
更要在深藍與社會中間選民的路線上找到平衡點，
爭取社會多數民意的支持，否則再起之路恐怕仍然
是困難重重。

總之，朱立倫的當務之急，首要確保黨內團結並
建立領導威信，緊接着是在兩岸關係上讓國民黨取
得優勢，讓民眾願意信賴國民黨處理兩岸議題。此
外，朱立倫在選戰交鋒的過程中曾被競選對手質疑
過度親美，然而，朱當選隔日習近平即以 「中國共
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的名義向朱立倫發出賀
電，電文中強調 「兩黨在堅持 『九二共識』 、反對
『台獨』 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良性互動，加強合

作」 ，明確回應了朱立倫先前表明在當選後將進行
兩岸交流的主張，一定程度上也展現了對朱立倫的
善意、信任與支持。時值兩岸關係日趨緊張之際，
朱立倫在中共釋出善意之後，覆電習近平，期盼今
後兩黨在 「九二共識」 、反對 「台獨」 的基礎上求
同尊異。兩人的友善互動，應該有助於朱未來引導
國民黨扮演兩岸安全閥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民
進黨立即群起抨擊，意味是在鋪陳下一步民進黨
的戰略。可以預見，未來綠營的操作，就是要把朱
立倫跟國民黨 「抹紅」 ，將民生議題論述激化成
「通過公投會讓台灣大亂、台灣大亂有利北京」 ，

然後說只要支持 「公投」 者或是罷免陳柏惟的人都
是大陸同路人。民進黨重施政治操弄之故伎，已至
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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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節到來前夕，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再次深入基層，充分發揮
了帶頭作用，他先後走訪慰問香
港漁民、創業青年、社區居民、
臨街商舖和 「籠屋」 住戶，傳遞
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青年人發
展的關心關注，聽取意見建議。
一系列活動充分體現了中聯辦秉
承優良傳統，走群眾路線，充分
反映了社會各界代表意見的重要
性，基層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

亦更為重要，這充分表明了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經
濟和民生難題，着力推動香港的良政善治，造福百
姓。

香港菁英會一直致力於民生和培育香港青少年工
作，先後推出不同的計劃以協助香港政府更有效地
依法施政。9月初，菁英會聯同超過50個香港青年
團體展開了 「菁準扶貧，送暖到基層」 計劃，在未
來一年裏，我們將會探訪2500戶基層家庭。國慶當
日，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菁英會安排下到訪深水
基層家庭，切身了解受訪家庭生活，深入調研他們
的所思所需。中聯辦青工部部長張志華及九龍工作
部部長郭亨斌陪同參加。10月2日，菁英會也協助
中聯辦青工部官員以義工身份，向九龍城房戶居
民送上基本日用品，並傾聽基層心聲。

菁英會將繼續開展幫扶青少年工作，包括 「驗眼
小菁英 兒童視力篩查計劃」 ，為 2000 名二到六歲
的兒童免費檢測視力，確保家長於兒童視力矯正黃
金期內能及早發現問題，加以矯正；協助香港青年
人創業及就業，開展 「創業菁英@前海」 計劃，為
本港青年在創業路上提供更多資訊和幫助，讓香港
青年能夠勇敢踏出第一步。同時藉比賽選出並扶持
具良好創業概念的年輕人，為其提供支援及孵化服
務，實現創業夢想，讓香港青年能更好裝備自己，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安居」 才能 「樂業」 ，駱主任說，香港中聯辦
對特區政府解決住房和民生問題的態度是非常明確
的。香港各界不同團體也必須團結盡力，協助特區
政府推動良政善治， 「以人民為中心」 ，為民謀
利，為香港長治久安作出貢獻。

㆖述申請書副本存錄於環境保護署所備存的登記冊內，可供在辦公時間內

查閱；環境保護署㆞址是：新界沙田㆖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0樓。如

反對批准㆖述所公告的任何申請書，應以書面列明反對理由，並在本公告

刊登後30㆝內提交同㆒辦事處。《㈬污染管制條例》第19(4)條所指明的唯

㆒反對理由是：批准申請可能會妨礙達致或保持根據本條例第5條就后海

灣㈬質管制區而訂立的㈬質指標。

后海灣㈬質管制區㈬污染管制㈼督。

 排放或沉積類別 － 污㈬處理廠的排放

 處理方法 － 隔篩設施、沉澱缸、除氮缸、旋轉生物接觸

器、曝氣污泥貯存缸、順序分批式反應器、過

濾設施及紫外線消毒設施

 新組分 － 不㊜用

 溫度 － 最高攝氏30度

 最高流量率或耗㈬量 － 每㈰498立方米

 現㈵此公告，㈼督已根據《㈬污染管制條例》接獲㆘述申請書㆚份－

 處所或裝置㈴稱 － 新界元朗新田的落馬洲邊境管制站

 承受㈬域 － 后海灣㈬質管制區

 申請類別 － 牌照續期

㈬污染管制條例

(第358章)

根據第19(3)條刊登的公告

早前，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
烏鎮閉幕，其中 「海峽兩岸暨港澳互聯
網發展論壇」 於9月26日在烏鎮、香港
連線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通過

視像方式致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融合發展，區
內跨境的人流、物流和資金流雖已打通，但仍有一個
痛點要解決，就是跨境數據未融合。

推動大灣區建設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的
重大決策和國家戰略。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出席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
儀式。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21年9月5日、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兩日之內發布關於大灣區的 「兩
個方案」 ，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這不僅符合 「十四五」 規劃中區域合作、平台
建設的精神，推動大灣區向縱深良性發展，更為 「一
國兩制」 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大灣區建設具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是對內
功能，就是要通過大灣區建設謀求改革開放新格局和
新舉措。一方面要克服三地劣勢和發揚三地優勢，例
如，內地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需各方面創新；香港的製造業都已轉移到珠三
角，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更是產
業單一。在三地都面臨瓶頸的情況下，若受制於 「兩
制」 束縛而各自為戰去突破，既難度大，也不現實。

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服務業、科技、法治、制
度優勢；澳門服務業水平很高，珠三角產業鏈完備，
有廣闊腹地。因此，若把三地優勢要素整合起來，就
會產生巨大能量，對三地經濟發展產生共贏局面。另
一方面，也是為了推動 「一國兩制」 事業向縱深發
展，通過大灣區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使港澳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第二是對外功能，中國要吸引外資
和建設 「一帶一路」 ，需要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和積
累對外投資經驗。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將粵港澳大灣
區打造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提升市場一體
化水平，建成國際一流灣區。所謂市場一體化，是指
三地間要實現如歐盟那樣的 「四通」 ，即商品、服
務、資本以及人員的自由流通。而所謂具有全球競爭
力的營商環境則依賴於優越的管理制度，包括政府守
信和對投資經營者的良好保護。進而言之，無論是市
場一體化的建設，還是營商環境的打造，需要實現大
灣區內市場互聯互通和各種資源要素的便捷流動以及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跨境資料合作意義重大
大灣區要實現以上功能，跨境數據是必不可少的基

礎。2019年7月《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
行動計劃（2018-2020年）》第75段指出：加快社會
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探索依法對大灣區內
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大灣區要發展，

企業信用合作是必然的。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
運作涉及公共利益，除其商業秘密需要特別保護外，
企業信用資訊標準相對統一和透明，三地合作的法律
障礙相對少。以公司法為例，內地公司法在起草過程
中參考香港公司法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在公司
登記方面顯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對公司需要披露事項
的規定也大致相同。更由於公司在內地與香港同時上
市，同時需要受到兩地法律的規制，因此其資訊披露
要求也會大致相同。但是，大灣區企業信用合作之前
提，是必須實現大灣區內部企業資料資訊的快速流通
和共用，也必須有相應的制度作為保障。

內地與澳門防疫標準基本接軌，2020年8月10日，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海關
總署、國家移民局和民航局聯合發布《關於對從澳門
進入內地人員不再實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14 天的公
告》，保持兩地人員來往暢通。因此，香港想要與內
地防疫接軌並恢復通關，不僅需要採取與內地一致的
防疫措施，而且需要落實使用 「健康碼」 制度。而落
實 「健康碼」 的關鍵就是要確保數據跨境流通。

誠如梁振英指出，跨境數據的流通及使用，涉及通
訊設施的聯通、數據安全的權責、不同數據的分類監
管等。因此需要共建粵港澳三地共同認可的數據安全
標準。筆者更認為，國家發布 「橫琴方案」 和 「前海
方案」 ，標誌大灣區建設已進入縱深發展，三地政
府一定要坐言起行，不僅僅是要展開研究，而且要盡
快出台跨境數據的法律規定。

今年的國慶節感覺與往年不一樣！相
信不少香港市民與筆者有同樣的感覺，
社會平和有秩序，許多市民自發地舉辦
各式各樣的國慶活動，街道上不少地方

都插上了國旗，充滿了節日氣氛。而市民議論最多、
好評最多的，當數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訪基層，帶出
「發展為了誰」 、牢固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

念，為香港帶來施政新風，讓市民看到良政善治的新
希望。今年的國慶確實與過去不同，國安法已立竿見
影地取得成效，新的選舉制度帶來全新的政治生態，
香港開始新的一頁。

喜氣洋洋慶祝國慶
今年的國慶節，香港充斥喜慶的氣氛，政府派發的

第二期電子消費券，再度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應，讓市
面興旺起來。雖然疫情仍未過去，但並沒有阻礙市民
慶祝國慶的活動：一些市民自發在街道邊、公屋掛
上國旗；一些市民則到公園、廣場等開闊地，做足防
疫措施的情況下，以唱國歌、向國旗致敬的方式，慶
祝國慶；還有一些市民則遠足行山，在郊野公園、山
頂展示國旗。

一兩年前，連公開地說一句 「我是中國人」 也會遭
到暴力對待，展示國旗、唱國歌也只能以快閃的方
式，盡量避開黑暴的攻擊。今年，香港能夠如此喜氣

洋洋地慶祝國慶，滿眼盡是喜慶的 「中國紅」 ，正是
國安法產生的效果，讓人強烈地感受到香港已經與過
去不一樣。

國慶節前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訪基層，先後走
訪慰問香港漁民、創業青年、社區居民、臨街商舖和
「籠屋」 住戶，傳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

注，聽取意見建議，並向他們致以誠摯祝福。
駱惠寧走訪基層在社會引起熱議，引發好評，是因

為刺中了香港社會民生的難點、痛點。居住難、社會
老齡化醫療服務未能滿足市民需求、青年創業難上流
機會低、中小企成本高經營難，以及漁農業發展困難
等，都是香港民生的難點，可見中央對香港民生民情
十分了解。香港市民的煩心事，也牽中央的心，駱
惠寧到任之後，已多次走訪基層，帶給社會的不止對
這一問題的關心，更是表達了解決問題的決心。

在探訪 「籠屋」 時，駱惠寧有一句話特別觸動人
心： 「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涉及土地、規劃、投入
等具體問題，但最根本的、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發
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
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土地供應不足、市民居住困難，已成為困擾香港的
最大問題，社會討論經年，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不缺，
但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令問題一直拖延累積，其
中最根本的原因，正正是 「發展為了誰」 的問題。駱

惠寧簡單的幾句話，刺中了問題的要害，因而在社會
引起較強烈的共鳴。

樹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
「耳聞不如目睹」 是另一句打動人心的話。香港的

民生困難，中央都能全面掌握，特區政府不可能全然
不知，但特區政府在施政中，又能有多大程度地反映
出對民生的體察？駱惠寧走訪基層，引起社會熱議，
正正是觸動到了民心中最敏感的部分，市民十分渴望
政府能夠真正與市民打成一片，真心誠意地關懷市民
疾苦，而一些特區政府官員似乎連走入社區都有困
難，更不要說細心體察民情了。駱惠寧走訪基層後，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社交網絡發文：駱主任走入群
眾體察民情，特區政府呢？說出了許多市民的心裏話。

駱惠寧到任之後，多次走訪基層，並且表明要將走
訪基層的工作恆常化，為香港政治帶來了新風。香港
不缺管治的精英，也不缺各種管理上的技術和技能，
最缺的就是緊密聯繫市民大眾、誠意服務市民的心，
缺的是 「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

駱惠寧走訪基層產生了良好的示範作用，隨後，特
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民政局、運房局、財庫局等多名
司局長都落區探訪市民，同樣得到好評，受到市民歡
迎，希望特區政府從駱惠寧身上學到的，是真正樹立
起 「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

學研集

香港菁英會主席 凌俊傑

學研社成員 文武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理事、香江智匯秘書長 顧敏康

大灣區跨境數據合作是大趨勢

今年國慶香港大不一樣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劉樹燕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香江
2021年10月4日 星期一

國
民
黨
主
席
選
舉
結
果
與
選
後
的
挑
戰

台
灣
淡
江
大
學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所
教
授
、
海
峽
兩
岸
學
術
文
化
交
流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潘
錫
堂

重視基層聲音
推動良政善治

名家
指點
海峽
觀察

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
民建聯常委 顏汶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二周年，國
家主席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在北京出席
國慶招待會。總理李克強指： 「發展是
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改革

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今後推動中國發展的根
本動力，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打造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
仁，維護公平競爭。」 他更指要以更多貼心的政策把
群眾期盼的事辦好， 「養老、醫療、住房關係億萬家
庭，要在保障這些基本民生上年年有進步。努力減輕
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慶前夕實地走訪了香港數個
地方，細心了解市民生活的狀況，其中他探訪了幾名
居於 「籠屋」 的市民，更直言見到這麼擠迫的居住條

件，心情
十 分 沉
重。駱主
任表示：
「香港同

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中央的心」 ， 「必須加大
力度解決住房問題」 。駱主任主動落區，探訪基層
市民，了解香港底層市民的生活，起了帶頭和示範
作用，更反映了中央對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重大決
心。特區政府官員應要時刻落區，將市民利益放在
首位，時時刻刻記掛底層市民生活的困難，真正了
解市民困擾，推出惠民利民的措施，紓緩市民的苦
況。每一把市民的意見，也是為完善政策行前一
步！

中國地大人多，各階層人民的背景、訴求不一樣，
要管好殊不簡單！過去72年，雖然有起有跌，但總
的來說，從種種數據顯示，國力是強盛的、人民生活
質素是不斷攀升的。國家成功管好社會，關鍵在於中
國人民都有一種信念， 「有五星紅旗的地方，就有信
念的燈塔。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 國
家是香港最大後盾，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社會得
以撥亂反正，特區政府應趁政治和社會比較穩定的
時刻，拿出勇氣、決心及執行力，為香港解決深層次
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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