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關心香港政治經濟民生發展的朋友
聚在一起時，話題就離不開行政長官李
家超將在 10 月 19 日發表的第一份施政
報告，會否是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的一

個轉捩點？眾人都翹首以待，祝願行政長官及主要官
員的民望能夠持續上揚，期望香港各方面的發展能夠
順勢而上。

施政報告對港「由治及興」意義非凡
《完善選舉制度 奠定良政善治基礎》是李家超在

2021年9月18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時的一篇 「網誌」 的
題目，肯定了香港完善選舉制度 「建立由治及興的穩
定基礎」 。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經歷了香港選舉委
員會選舉、香港立法會選舉、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三場
重要的選舉，香港擺脫了反動勢力一直企圖癱瘓立法
會，阻撓政府施政，甚至 「攬炒」 香港的種種政治亂
局和社會亂象，實現由亂及治。現在香港特區政府行
政主導進一步明確，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的香港特
區如何實現由治及興？第一份施政報告顯得格外重要。

李家超在2022年4月6日正式宣布辭任政務司司長
一職，在4月9日正式宣布參選行政長官，至4月29

日，作為唯一候選人僅僅用了20天公布競選政綱。這
是一份綱領性的競選政綱，涵蓋四大施政理念，包括
提升政府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量、全面提升香
港競爭力，以及關愛共融。當時，香港社會各界既是
認同，也有包容，期待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更實地提
出 「以結果為目標」 的更詳細的政策。

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的政府團隊履新至今仍處於政
界常說的 「百日蜜月期」 ，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民
望、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皆有不錯的表現。
李家超選擇在 10 月 19 日發表施政報告，不知是恰
好，還是有心的安排？這一天正是新一屆政府施政的
111天，日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民對李家超競選
時的包容和百日施政的蜜月期能否轉為更堅實的施政
支持力？第一份施政報告有一言九鼎的作用！

「七一」 講話是施政報告重要基石
7月1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員在國家主席

習近平監誓下宣誓就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 「七
一」 重要講話掀起了學習熱潮，其規模既廣且深，是
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首見。李家超指出，習主席的重
要講話是把香港治理好、建設好的綱領，為特區政府

未來五年施政提供了重要指引。他希望，特區政府領
導官員及公務員能認真研讀及領會習主席重要講話內
容，把握核心要義，聯繫自身工作。眾人期待第一
份施政報告能夠展現出他們對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
一」 重要講話的領會成果，以達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提
出的 「四個必須」 及 「四點希望」 。這將會是一份被
視為特區政府學習貫徹國家主席 「七一」 講話成果的
施政報告。

李家超很明白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也是各個政策
局的施政報告，他上任兩星期便要求主要官員班子開
始準備10月的施政報告。政府也將舉辦約30場諮詢
會，聽取立法會議員、不同界別代表和市民對施政報
告的意見和建議。自從新一屆政府上任後，行政長官
李家超和主要官員積極落區，出席活動，接觸各階層
各界別的市民，無不展現出親民的形象，有助短時間
內提升民望。

距離施政報告發表日為時不多，行政長官和主要官
員需要沉下心來，切記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的溫馨提醒——把習主席 「七一」 重要講話精
神 「落到實處」 ，讓眾人從施政報告中看到政府實現
良政善治的魄力，增強對由治及興的信心！

港事
講場

國家宣布將首次於港澳地區選拔航天
「載荷專家」 （Payload Specialist），不

少市民都認為這是一份令人振奮的 「國
慶禮物」 ，不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

和關顧，讓港人有機會一圓 「航天夢」 ，更顯示香港
的科研水平得到國家的認可，有能力與國家一道攀登
航天科技的高峰。香港發展創科中心的重中之重，就
是將香港學界在創科研究上的成果和優勢轉化為應
用，將研究產品化。國家航天科技屬於全球前列，現
在國家在港選拔航天載荷專家，意義不單在於選材，
更將助力本港深度參與國家航天科技工程，打造本港
產業創新發展新引擎。特區政府必須把握這次千載難
逢的機會，搭乘國家創科的高速列車。

對於國家選拔 「載荷專家」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歡迎和感謝，形容這是振奮人心的喜訊，極具歷史性
意義，他並委派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負責跨局協調及
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負責
具體選拔工作。確實，國家在港選拔 「載荷專家」 ，
是對香港科技界的重視和肯定。航天員大致可分為專
業航天員以及後勤研究人員。航天員負責航天飛行工
作，至於 「載荷專家」 則屬於後者，主要到太空去進
行各項專門科學實驗和探測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需要
在長期飛行的空間站上從事科學研究和實驗工作，擔
負重要的航天實驗工作，對於專業性有很高的要求。
國家首次在香港選拔 「載荷專家」 ，意義極為深遠。

港與國家科研並肩同行
對不少港人特別是青年而言，自小都懷有一個 「航

天夢」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探索浩瀚宇宙。自2003年
神舟五號航天員楊利偉訪港開始，每次有國家航天員
到訪香港、每次舉辦的航天展，都引起社會的一陣熱
潮。2016年，中國航天員在太空實驗室天宮二號進行
了由香港中學生設計的3個實驗項目；2022年元旦，3
位航天員與來自香港大學等高校學子一起共話 「太空
夢」 等，這些都令不少香港青年夢想有朝一日能夠一
圓 「太空夢」 。

現在國家為香港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與國家航天
員共同親臨宇宙，進行各種科學研究。過去香港市民
在國家的航天路上，由歡迎航天員訪港，到與航天員
對談，到不斷深化科研合作，今日終於有機會親身參
與航天工作，這個過程充分體現香港與國家在科研路
上的並肩同行，更為青年科學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
會，真正在太空站內將自身所學學以致用，親身接觸到
國家的航天科技，領略科學家們科技報國的博大胸襟。

港產中國航天員將夢想成真，顯示國家對香港的支
持，以及對香港科研水平的充分肯定。國家航天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對香港航天科技研發、產業化，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義。國家 「十四
五」 規劃為香港創科發展提供明確方向及重大發展機
遇，其中航天科技產業更是全球科技的朝陽產業。近

年，香港與內地的創新科技合作不斷深化，粵港澳大
灣區已經成為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大平台，港深
全力建設的深港科技合作區，更為香港的創科產業注
入強大動力。

發展航天教育助國家事業
這次國家在港選拔 「載荷專家」 ，更傳達出大力支

持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要信息。國家航天事業發展，在
當今世界處於領先地位，現在港人有機會加入內地龐
大的航天事業，不但有助香港的創科產業融入國家航
天產業發展，依託內地的航天資源，助力香港打造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更可吸引投資市場的興趣，看到香
港航天產業的發展潛力而作出投資，為香港國際創科
中心注入更大的動能。

近年香港的科研團隊積極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並
發揮重要作用，嫦娥三號、四號陸器相機指向機構
的輕小型相機雲台，嫦娥五號機械臂採樣器、近攝相
機裝置，天問一號落火監視相機等等，就是內地科學
家與香港理工大學聯合研製，有關設備還將在嫦娥六
號上執行任務。香港擁有雄厚科技基礎、高素質科技
人才，現時最需要突破的正是科研成果的轉化、市場
化和商品化。特區政府更應把握機遇，不單是為國家
選材，更要做好頂層規範，推動航天教育與科研發
展，助力本港深度參與國家航天科技工程，打造本港
產業創新發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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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日前通
過《台灣政策法》草案，該法案
經過白宮及國務院的溝通及折
衷，部分對台相當敏感的條文被
刪改，但對台軍事支持明顯加
碼。此法案可說是自1979年美國
與台灣地區 「斷交」 以來，除了
《台灣關係法》，美國與台灣地
區關係提升最具規模的一部法
案。儘管已修正原來可能會引爆
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之間

關係的部分敏感內容，可謂暫時撤除引爆的信管，但
中方則警告該法危害性遠甚於佩洛西竄台，駐美大使
秦剛更曾私下示警 「中美關係恐瓦解」 。無論如何，
該法案被視為中美關係最大挑戰、攸關台灣地區深具
象徵意義的敏感內容，最終以 「國會意見」 帶過，正
足以體現對美國而言，穩定的中美關係仍是重中之

重。

美修正法案刪改敏感條文
最近幾年，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之間關係不

變，中國綜合國力大增，美國 「反中」 氛圍瀰漫，尤
其國會 「反中」 的力道更勝於行政部門，因此組團竄
台進而激怒中國，最新則是政壇 「舊電池」 蓬佩奧也
竄台企圖撈取政治紅利。 「友台」 法案更是接二連三
地推出。美國國會參議院外委會自忖《台灣關係法》
有所不足，乃提出一部長達107頁的《台灣政策法》
草案，訴求要大幅翻修《台灣關係法》。《台灣政策
法》草案，內容包山包海，除了幾個十分敏感的象徵
性政策措施，諸如駐美代表處改名為 「台灣代表
處」 ，更增加大幅介入台灣地區的防衛政策，及電子
資通等 「抗中」 的作為。然而美國國會為了 「反
中」 、 「抗中」 ，堆砌出一部《台灣政策法》草案，
不僅激怒中國，連白宮也面有難色，甚至還干預台灣

地區的軍事防衛作為。台灣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由於《台灣政策法》的企圖心超乎《台灣關係法》

之上，也引發中國的高度警戒。《台灣政策法》正式
審議前，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曾坦言關切與憂慮。在
此次通過的修正版法案中，部分與美方一中政策相抵
觸的條文被刪除或微調，如原先將台灣視為 「主要非
北約盟友」 ，後來修正為 「以主要非北約盟友同等待
遇」 ，再如刪除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任命比照 「大
使級代表」 看待的條文，以及將 「台灣駐美代表處」
正名修改為不具約束力的 「國會建議」 等。顯而易見
地，此應是拜登政府與參議院外委會協商、折衷後的
結果。參議院外委會稱這是 「微調」 ，但 「牛肉麵」
已改為 「牛肉湯」 了，不是 「微調」 而是撤除了攸關
重大的引信。參眾兩院將在協調後提出兩院共同通過
的《台灣政策法》版本，送交白宮由拜登總統在15天
內簽署。以目前參議院外委會通過的草案不涉及敏感
條文，此一法案由拜登簽署成法並生效的可能性很
大。

中美仍維持 「鬥而不破」 格局
再進一步言，此次參議院外委會審議《台灣政策

法》草案前，行政部門要拉回來的力道之深，清晰可
見，而參議院外委會顯然也埋單了，或許佩洛西竄台
帶來的教訓，讓他們知悉，不計一切代價的 「挺台」
對台灣不見得好。換言之，拜登政府不願被扣上 「片
面改變台海現狀」 的帽子，也不願違背當初向北京作
出的 「不支持台獨」 的承諾。此為由於美中高層仍有
意維持 「鬥而不破」 的基本格局，盡量爭取更多的溝
通與合作的空間。更何況習近平與拜登在11月峇里島
G20峰會期間不排除舉行當面會晤的可能性，這也預
示美方不可能任由短期內台海風險升高失控。

總之， 「鬥而不破」 是中美關係40多年來的主軸之
一，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但之所以
不會 「破」 ，正因為有一中政策作底線，美方不會支
持台灣地區 「獨立」 ，中國大陸也並未改變和平統一
的對台政策路線。然而，台灣卻正逐步被有意塑造為
美中攤牌的 「破口」 ，《台灣政策法》即為關鍵的一
步。該法案雖把原先對台軍售，調整為比較溫和的措
辭，但關鍵是把對台 「軍事融資」 改為 「無償軍援」
並加碼至65億美元。此舉在北京心目中，無疑等同有
「被逼到牆角」 的感受。儘管如此，美中高層均有維

繫 「鬥而不破」 的意願和努力，研判北京對《台灣政
策法》的首輪反應措施應有比較克制，不至於和拜登
政府翻臉。《台灣政策法》接下來將送交參議院全院
審議，並經參、眾兩院通過，才能遞交拜登總統簽署
生效，研判後續還會再有調整修改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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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圓「航天夢」 創科迎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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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已
經 過 去 ，
根 據 最 近
公 布 的 相
關 數 據 ，
市 場 最 為
擔 心 的 內
地 樓 市 開
始 出 現 復
蘇  象 。
最 近 克 而

瑞研究中心發布的資料顯
示，9 月內地百強房地產企
業單月銷售金額5709億元，
環比增長 10%，遠低於去年
同期增長 20%的水平，而且
1-9 月份百強房地產企業銷
售金額減少幅度仍然保持在
負增長45.4%的較高水平。同
時，9 月份住宅銷售額下降
25%，但這些房地產企業銷
售 下 降 幅 度 連 續 4 個 月 收
窄，呈現輕微復蘇。

比如，9 月份越秀地產、
卓越集團的住宅銷售增長超
過100%的業績；華潤置地、
招商蛇口、綠地等房地產企
業的增長也在 35%以上；而
碧桂園、保利發展、萬科 9
月份住宅銷售金額增長分別
為15%、0%、7%。其中，碧
桂園以單月超過 400 億元的
銷售金額增長位列行業之
首，它是唯一一家銷售金額
突破 400 億元房地產企業。
但就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整
體情況來看，房地產市場負
增長困局並沒有多少緩解，
只是有些許的輕微復蘇而
已。

須謹慎看待樓市復蘇
因為，1-8 月全國住宅銷

售 金 額 仍 然 保 持 負 30% 以
上，估計 1-9 月最好的態勢
也可能只是負增長有些許收
窄。當前內地房地產市場這
種形勢表明在一系列的刺激
政策下市場反應只是十分微
小，也可能是統計上的同比
基數效應。因為，2021 年全

國住宅銷售金額增長基本上是環比持續下跌的，從
1-2月份的143.5%，到1-9月份的17.8%，及1-12月
份的5.3%。而且這種環比全年持續下跌的幅度相當
大。全年的住宅增長比重僅及年初增長幅度的一個
零頭。也就是說，儘管 2021 年住宅銷售金額達到
16.3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水平，但是從2021年
下半年開始，房地產市場銷售出現急劇下降，其增
長基數也就越來越小。所以，以 2022 年的同比來
看，如果負增長數據有些微收窄，這也可能只是基
數效應的問題，並非由於當前房地產市場發生了多
少變化，不應高估當前的內地房地產市場形勢。

對於 2021 年下半年開始調整前的內地房地產市
場，其房價之高早就超出一般居民購買支付能力，
是一個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市場的房價基本是由投資者的預期來決定。如
果住房購買者看好這個市場，預期房價會上漲，住
房購買者就會湧入這個市場，而投資者根本就不在
乎進入這個市場有多少限制。但正是因為調整前的
內地房地產市場具有這種性質，房地產市場一旦價
格下跌，住宅的市場銷售就會急劇萎縮，購買住房
者就會退出市場，或沒有意願再進入市場。而這樣
會讓住房銷售進一步萎縮，市場預期全面逆轉，並
由此形成市場的惡性循環。即使是住房消費者，對
房價下跌時也會採取觀望之態度，甚至會改變其購
買住房之規劃，從而進一步強化預期逆轉，進一步
造成房地產市場惡性循環。

這也就是從2021年下半年以來，各地地方政府出
台近1000次以上解除房地產購買的限制政策。但是
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這些刺激房地產需求的政策
所起到作用十分有限，房地產市場也沒有多少反
應。就如前面所指出，到9月份內地房地產市場也
只是出現些微復蘇。

房價下調釋放消費需求
而當前內地房地產市場弱勢復蘇及房地產市場形

勢嚴峻性，肯定是不利當前國家經濟的穩增長。所
以，為了更大力度刺激住房需求，日前央行、財政
部同時出台更為強力的救市政策，即住房按揭貸款
利率、住房公積金利率降低到歷史最低水平，而財
政部則出台住房交易退稅優惠政策等。可以說，對
購買住房者來說，這些住房信貸及住房稅收優惠政
策，三箭齊發，嘗試刺激消費者重新啟動處於低迷
的內地房地產市場。不過，這些房地產政策刺激效
果如何，就目前形勢來看，應該還是相當不確定
的。一則住房消費者的購買住房支付能力是多層次
的，所以住房消費需求的釋放是一個激進的過程。
它不僅取決於優惠政策的力度，也取決於房價下跌
幅度。住房政策的優惠力度越大，房價下跌幅度越
大，住房消費的釋放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
房價大幅下跌，政府是不願意看到的，而這也是當
前內地房地產市場能否作出調整及走出困境的關鍵
所在。

二是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是以老基調或老思維
希望房價穩定或不下跌（而當前政府的 「穩房價、
穩預期」 基本上是這個思路），試圖以強力度的購
買優惠政策來刺激住房消費需求，當然那些支付能
力較高的住房消費需求會不斷地釋放出來，但這些
需求肯定是十分有限的，因為這些優惠政策能夠節
省的購買住房成本跟本金相比還是微不足道的。所
以，就目前內地房地產市場形勢來說，樓市的弱勢
復蘇能否持續，就在於頂在天花板的房價能否逐漸
向下調整，並通過房價的向下調整來釋放住房的消
費需求。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潘錫堂

論《台灣政策法》的影響及後續發展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備受矚目。究竟國家經濟走

勢有多凌厲？

中國GDP「超英」、「超日」、「趕美」的速

度無疑驚人。根據世界銀行資料，再以圖表化呈

現，可見中國經濟火速上升，其他國家都被比下

去。中國經濟總量在90年代中期超過英國，再於

00年代中期超過日本；如果升勢持續，超過美國也

是指日可待。

其中，在世紀疫症面前，仍無阻中國經濟進一步

攀升。跟其他地方出現回調不同，中國經濟始終維

持正增長。世銀剛發表報告指，截至2022年第二

季，中國GDP較疫前升約10%，較其他東南亞地

方約5%高，而後者增幅亦勝過環球其他地方。

展 望 今 年 全 年 ， 世 銀 預 期 中 國 經 濟 上 升

2.8%，縱較此前預測為低，但仍繼續保持正增

長，也優於正陷入衰退以至滯脹漩渦的美歐。

中國經濟發展有多凌厲？中國經濟發展有多凌厲？中國經濟發展有多凌厲？
(十億美元) 中國GDP過去五十年大幅攀升

註:以2015年美元不變價值為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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