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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民生向來是選舉的重要議題。目前如火如荼
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各候選人談得最多的就是振興經
濟，創造更多職位，希望吸引選民支持。過去，克林
頓能以名不經傳的州長身份擊敗老布什，成功登上總
統之位，其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就是「那是經濟問題，
笨蛋！」選民關心經濟、民生，在本港也是如此。儘
管新一屆立法會增加了議席，新設了「超級區議員」，
普羅選民一人有兩票可投，選戰更激烈，政治氣氛更
濃厚。但是，最新的民意調查發現，89%的受訪市民
重視候選人的民生政策，較2008年的調查增加了兩個
百分點；75%受訪者重視候選人的經濟政策；重視候
選人政治訴求的市民佔64%，只居第三位。
去年區議會選舉反對派遭遇挫敗，尤其是多名反對

派明星「墮馬」，已傳遞清晰信息，選民不歡迎說空
話、不辦事、玩激進、逆民意的劣質政客，只有真心

為民辦實事、親力親為改善民生的候選人才能得到選
民的支持，這對於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具有啟示意
義。

施政屢被狙擊 香港發展受挫
當前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大，美國經濟表現仍然疲

軟，失業高企，加上歐債危機進一步深化，香港面對
外圍嚴峻形勢，經濟前景不容樂觀，民生問題非常突
出。例如，樓價高企不下，貧富懸殊加劇，長者貧窮
依然，年輕人出路愈走愈窄，競爭力每況愈下。在惡
劣的形勢下，社會各界本應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共
渡時艱。令人憂慮的是，本港社會過於政治化，政治
爭拗愈演愈烈。一些政客為了政治私利興風作浪，大
肆拉布阻礙政府施政，拖延經濟民生議案，令政府施
政舉步維艱。

新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當中不少是針對市民關心的
議題對症下藥，使政策制訂和執行都更為配合和順
暢。例如，新的房屋規劃及地政局把樓房供應和土地
開發與運用合二為一，協調土地開發和房屋供應，可
盡快覓地制訂土地儲備表，盡速興建公屋以至各項商
業和公共服務物業，滿足市民需要。但是，這樣利民
的架構改組最終因為政客的狙擊未能在上一屆立法會
獲得通過，需要在新的立法會內從頭來過，更不知何
時才能落實，既影響市民盡早「上樓」，也令各項基建
項目繼續拖延，香港繼續蹉跎歲月，經濟發展停滯不
前，民生改善乏力。對於這種泛政治化的嚴重後果，
市民看在眼裡，心中有數。

選舉文化變質 經濟民生被忽略
隨 9月9日選舉日臨近，各候選人選情緊湊。從目

前選舉辯論的狀況來看，選舉泛政治化、噁心謾罵、
人身攻擊大行其道，市民最關心的經濟民生問題反而
被忽略。有的候選人把國民教育等社會課題政治化，
甚至對有利消費、就業的「自由行」也進行攻擊，肆
意抹黑。有的候選人在各大選舉論壇指罵不同參選
人，甚至大搞人身攻擊，充斥語言暴力。市民看到的
不是理性、平和的辯論，而是互相鬥大聲痛罵對手的
吵鬧，湮沒了理性的公共政策討論。對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有建設的意見得不到重視，這不能不令人擔
憂。
如果不能多選一些理性務實的候選人成為議員，下

一屆立法會更可能較
以往更粗暴，社會更
加紛爭撕裂，更加變
得失去理性，更難以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香港前途
堪虞。

選對候選人 免蹉跎歲月
面對香港經濟內憂外患，社會各界應集中精力討論

當前經濟難題，把焦點放到和民生有關的實事上，才
是應有之義。所幸的是，愛國愛港候選人在維護社會
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繼續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們了解到市民希望議員關注民生問題，香港不能再
拖；他們親身體會到，香港貧富差距嚴重，勞工基層
生活倒退，要進入立法會為打工仔女和小市民發聲；
他們非常理解香港人已經受夠長期的政治爭拗，無論
是政治議題還是民生議題，香港社會必須超越對立，
才能行前一步。通過比較候選人的言行，誰人真心為
香港、誰人做騷騙選票一目了然。
香港因為政爭過多已經浪費了太多的寶貴時間，香港

已經經受不起沒完沒了的折騰，沒有多少老本可吃了。
如今最需要的是集中精力應對經濟民生難題，讓市民分
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選民應該用好手中的選票，選出
理性務實、真心真意為港出力辦事的候選人，扭轉本港
的論政議政文化，避免香港發展步伐再被拖慢。

為了港人福祉 選愛國愛港理性務實候選人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經濟民生最關乎市民的切身利益。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九成市民最關心經濟民生。目前外

圍環境趨向惡化，香港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最需要集中精力應對經濟民生難題。然而，過去

幾年的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不清的爭拗。民粹主義泛濫，內耗和爭拗不斷，令政府動輒得

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僅影響社會穩

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能會被邊緣化的憂慮，最終受害的是廣大市民。今屆選

舉形勢複雜，競爭激烈。選民應該用好手中的選票，選出愛國愛港、理性務實、真心真意為港

出力辦事的候選人，否則，下一屆立法會將更粗暴無理，香港更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香港前途堪虞。

新華社北京6日電 2003年5月，受到沙士疫情衝擊，
赴港遊客同比下跌68%，僅旅遊收入就減少123億港
元。這一損失很快波及到零售業和消費業，導致失業
率達到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新高，香港經濟、民生籠罩
在重重陰霾中。此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的簽署，以及廣東、北京和上海開放居
民以個人身份赴香港旅遊，一舉扭轉了香港的不景氣
狀況，改善了就業環境，刺激了市民消費，推動了香港

經濟復甦，給廣大香港市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重振旅業 帶動經濟
分析人士認為，旅遊業雖然只佔香港GDP的7%，但

內地遊客給香港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收益，增加了就
業，更點燃了港人的消費信心，帶動了香港的人流興
旺、市道暢旺。如今，已有廣東、北京、上海等22個
省（區市）的49個城市實施赴港個人遊。

除了旅遊業直接受惠，個人遊旅客數字連年遞增還
帶動了香港其他行業的發展，並有效提高了中低端市
場中消費性服務人口的工資水準。據特區政府估算，
從2004年至2009年，個人遊旅客給香港帶來的消費累
計近850億元；創造的就業職位由2004年的1.9萬個，增
至2009年的5萬個。
為進一步推動赴港個人遊市場的不斷擴大，促進香

港旅遊業的繁榮發展，中央政府還於香港回歸祖國15
周年之際推出新舉措，允許內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
港到台灣後，繼續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國旅遊再
返回內地。

個人遊驅散疫後蕭條陰霾

推六大新政「挺港」

新華社北京6日電 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長年以來一直全力支持改善香港

民生。東深供水工程默默運轉近半個世紀，滋潤 曾飽受缺水之苦的香

港；國家發改委每年在糧食出口配額分配中確保港澳需求，即使在內地糧

食緊張、國家控制糧食出口的情況下，也充分考慮對港澳同胞生產、生活

的影響，給予特殊政策，這都是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數十年如一日關懷與

支持香港民生的縮影。

香港曾飽受淡水奇缺之苦。1963年，香
港遭遇百年一遇的嚴重乾旱，市民每4天只
獲供水1次，350萬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
萬人逃離家園。當時，求援信如雪花般湧
向北京。1963年12月，中央財政撥款3,800
萬元人民幣，東江—深圳供水工程開始修
築。1965年3月1日，東深供水工程通過深
圳水庫正式對港供水，基本解決了香港的
水荒。

萬人築管引水濟旱
為了這水，1萬多人用了11個月鑿山劈

嶺，架管搭橋，將水源地—東莞市橋頭鎮
的東江河水的水位提高了46米，使之倒流
83公里而進入深圳水庫。再經過3.5公里長
的輸水涵管，輸入香港。
上世紀70年代以來，東深供水工程歷經3

次擴建，對港年供水量從1965年的0.68億立
方米提升至1994年的5.34億立方米。為避免
供水工程沿線工業和人口快速增長影響水
質，總投資49億元的東深供水改造工程在
2000年8月開工興建，將供水系統由原來的
天然河道和人工渠道輸水變為封閉的專用
管道輸水。2003年6月，改造工程完工通
水。一道白色巨龍，讓東江水在南下過程
中實現了「清污分流」。
在糧食方面，中央親切關懷和直接指揮

下，於半世紀前已開通了「三趟快車」，50
年來不管是雨雪冰凍還是嚴重澇災，不管
是春運緊張或是路橋故障，「三趟快車」
從不中斷，如同一根動脈將香港和內地緊
緊聯在一起。香港回歸以來，「三趟快車」
不僅依舊不捨晝夜，而且還由當初的每天3
趟變成「Ｎ趟」。

半世紀輸活畜億計
據商務部不完全統計，50年來，內地共

輸往香港1億多頭豬和牛、10多億隻家禽，

大量蔬菜、糧食、蛋品、水產品等，有力

保障了香港市場日常供應，使香港居民直

接受益。目前香港市場95%的活豬、100%

的活牛、33%的活雞、100%的河鮮產品、

90%的蔬菜、70%以上的麵粉由內地供

應。

經過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內地已培育

了一支長期穩定的供港澳經營隊伍，建立

了一批供港澳高標準生產加工基地。所有

供港澳鮮活產品均來自經國家質檢總局審

查通過的、符合港澳對活畜禽檢驗檢疫標

準的註冊養殖（種植）場，所有註冊養殖

（種植）場都有完善的品質可追溯體系，以

保證產品的品質安全。

抓好源頭管理、過程管理，加強與香港有

關部門的交流與合作，共享信息技術⋯⋯

國家質檢總局負責人表示，截至目前，內

地檢驗檢疫部門共備案供港蔬菜種植基地

529個，57萬餘畝；供港冰鮮畜禽肉備案飼

養場229家，供港食用禽蛋及蛋製品備案養

殖場147家；供港備案水產養殖場1,622家。

能源供應持續不斷
在供油、供氣等方面，內地長期給予香

港優惠政策。天然氣方面，國家發改委、

國家能源局等部門採取多項具體措施，確

保香港天然氣持續穩定供應。2012年3月，

西氣東輸二線工程香港支線項目開工建

設，目前內地海域段已完成約8公里，有望

在2012年底前實現向香港供氣。

電力方面，目前，廣東電網2011年送港

電量113億千瓦時，約佔香港用電量的

25%。與香港合作建設的大亞灣核電基地

運行正常，創造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

祖國全力呵護
保港糧豐水足
血濃於水——中央逾半世紀急港同胞所急

回歸15年來，中央政府與內地人
民始終想香港同胞之所想，急香港
同胞之所急。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
年之際，中央政府又制定並公布了
六大方面的新政策措施，涵蓋經
貿、金融、教育、科技、旅遊及粵
港合作六大範疇，以進一步支持香
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市民福
祉。
6月28日，12所香港高校和17所

內地高校簽署合作意向書，加強人
員互訪、人才培養、科研合作等交
流。為此，中央政府從2013年開始
設立專項資金，在現有基礎上每年
再邀請2,000名香港高校師生赴內地
學習或科研，同時每年資助香港
7,000名高校師生暑期赴內地交流。

確保供港物資穩定
中央政府還將繼續完善供港物資

相關體制機制及通關制度，確保內

地對香港的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

定供應；進一步放寬香港居民個體

工商戶在內地的經營範圍，取消從

業人員人數和經營面積的限制。

此外，中央政府正積極採取措

施，深化內地和香港在生態環保、

清潔發展、醫療衛生、食品安全、

養老服務等方面的合作，制定稅

收、土地、勞保、人才等支持政

策，加快內地與香港基礎設施對

接，完善珠三角地區與港澳交通運

輸體系，加強粵港供水、供電、供

氣等網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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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立法會選舉投
票日只有兩天，今
屆反對派的選舉策
略明顯是黔驢技
窮、走火入魔，公
然搬來早已臭名昭
著的麥卡錫「恐共

反赤」的武器，並拾陳水扁「去中
國化」的唾餘，企圖挑動兩地對
立，同時掩蓋反對派在經濟民生上
有破壞無建設的劣跡。選民應警
惕，反對派挑動兩地對立，對香港
在國家支持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絕
無好處。選民支持正義理性務實的
候選人，讓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
戰勝目前外圍嚴峻經濟環境的挑
戰，並且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
問題。

中央鼎力支持香港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15周年大會講話時指出，這些
年來，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作為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大
課題，鼓勵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
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進一步
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理論和
實踐。他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一
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
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
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
正是基於這樣的深遠考量和戰略

目標，中央政府在過去多種惠港挺
港政策的基礎上，去年8月中旬李克
強副總理訪港期間代表中央政府帶
來了被稱為「挺港36條」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今年慶祝回歸15周年之
際，中央政府又公佈了包括經貿合
作、金融合作、教育交流、科技合
作、旅遊合作、粵港合作在內的六
方面惠港大計。從CEPA到個人遊開
放，從惠港「36條」到最新的挺港
六方面舉措，都顯示了中央政府對

港一以貫之的關心、支持、重視和厚愛，中央對
港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方式越來越多元，方位
越來越全面，成效越來越顯著，成為香港克難歷
險，開創美好明天的重要保障和支撐。

必須保持香港與中央良好關係
回歸15年來，在中央政府不遺餘力的支持下，

香港在兩次國際金融危機、沙士與禽流感疫情等
衝擊下，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市場繁榮、貿易活
躍、金融發達、旅遊昌旺，保持 亞洲最具活力
城市的桂冠。中央五部委前日公布「挺港36條」
具體落實情況，明證中央提供措施正為本港經濟
注入強大活力。同日，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
競爭力排名，本港再升兩位，列全球第九。這進
一步顯示，「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保
持兩地良好的互信與合作，保持香港與中央的良
好關係，是香港繁榮穩定最可靠的保障。
因此，廣大選民要警惕反對派企圖挑動兩地對

立、惡化兩地關係的陰謀。反對派不惜走火入
魔，乞靈於麥卡錫和陳水扁上身，企圖在香港社
會製造「恐共反赤」的麥卡錫式白色恐怖，企圖
在香港仿效民進黨操弄族群分裂導致香港社會矛
盾、分化和衝突。這是拿市民的福祉和社會的和
諧來作反對派選舉操作的賭注，必將引起廣大選
民的警惕和抵制。選民應用手中神聖的一票，把
麥卡錫和陳水扁幽靈上身的惡劣政客掃進歷史垃
圾堆，支持具建設性和正義的候選人，讓新一屆
立法會推動香港重回理性、務實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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