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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建議撮要

■■ 劉遵義認為政府早劉遵義認為政府早
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
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
已見成效已見成效，，但單憑這些但單憑這些
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
總體需求總體需求。。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建立更深更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

◆成為東亞證券交易中心

◆成為首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成為東亞再保險中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加大公共投資提振經濟和就業

◆考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

◆建有先進外科及深切治療設施醫院及更優質護老院

◆翻新部分日久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

◆把現有的政府文件全面數碼化

今年疫情來襲下，香港經濟遭受重

創。經濟學者劉遵義29日表示，去年社

會事件導致香港實際GDP損失3.7%，

而疫情亦令今年上半年實際GDP估算損

失為6.4%，全年估算損失為11.4%，不

過他認為若日後疫情受控、社會動盪不

再重臨，明年首季經濟有望重拾正增

長，又建議政府加大公共投資以提振經

濟和就業，但不贊成再次全民派錢，因

難以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劉遵義：創造就業好過全民派錢
倡加大公共投資 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
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29日

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論壇，他認為政府早前全民派
一萬港元及保就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已見成
效，並即時為經濟體系注入購買力，有助支撐就
業及有利經濟復原，但他強調在經濟前景不明朗
的大環境下，商界和市民均選擇節約開支，認為
單憑這些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總體需求。

全民派錢計劃不可持續
對於政府應否再全民派錢，劉遵義認為全民

派錢計劃是不可持續，又指縱使政府要再派錢亦
應針對有需要的人來派，而非人人有份的全民派
錢。他強調，比起全民派錢，政府應專注公共投
資、發展更多項目，以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同時提振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對社會持續發展
更為有利。

劉遵義建議政府應專注公共投資，首要考
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採用本地勞工
和資源，盡量降低進口需求。而在公共投資項
目中，他認為首選是翻新公共建築，透過增設
太陽能電池板、更換冷氣系統及安裝雙層玻璃
窗，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時為公共建築安裝自動
門、聲控電梯、自動體溫檢測攝影機，亦有助遏
制疫情。

對於政府早前推出多輪紓困措施，令現時財政
儲備降至約8,000億港元，劉遵義強調上述建議項
目屬資本開支，而非經常性開支，以增設太陽能電
池板為例，有助日後減低能源開支，長遠有利減少
日常支出。他亦建議，興建具先進外科和深切治療
設施的醫院及護老院等，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同
時可考慮翻新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等。

要進一步發展香港債市
而除了公共投資，劉遵義認為需強化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他認為香港應建立更深更
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令港府或其他機

構可在香港更容易及更便宜地進行較長期融資，
同時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他又
建議香港加強發行固定收益證券，以吸引更多金
融服務供應商落戶香港。

大灣區對港發展至為重要
劉遵義又提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

主要原因是背靠內地，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
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他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內
城市群可逐步實現資金、信息、人員自由流動，
並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研究和發展方面的優勢，服
務中國投資者、企業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港交
所29日公布，行政總裁李小加有意提早
退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在董事會全面支
持及同意下，李小加將繼續擔任港交所
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當然成員直至12月
31日，較原訂的明年10月約滿日期更
早。由2021年1月1日起，李小加將轉任
為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6個月，繼續提
供指導並確保過渡安排順利進行。港交
所主席史美倫稱，物色新集團行政總裁
的工作進展良好，適時向市場公布。

李小加將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
李小加表示：“擔任港交所集團行

政總裁是我職業生涯最自豪最難忘的一
頁。我很榮幸能夠與這樣一群傑出的同
事們共同披荊斬棘、開疆拓土，讓港交
所的業務走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前沿，
連接中國與世界，支持香港成為更璀璨
的國際金融中心。”他續稱，要從港交
所這樣獨特的崗位退下來，恐怕永遠也
找不到一個最完美的時機，但“以集團
目前穩健的業務發展和實力，我覺得是
時候交棒了。”

港交所同時宣布，委任戴志堅在李
小加退任後，出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
有關委任於2021年1月1日生效。戴志
堅亦將出任港交所董事會的當然成員，
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戴志堅現年58歲，較李小加年輕一
歲，在港交所核心高層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中，其資歷最深，加入交易所工作逾
22年，被視為監管機構最信任的高層。

李小加是港交所首個來自內地的掌
門人，本身就是個風雲人物。他從石油
鑽井工人，到新聞記者，再到華爾街投
行高管，一路走來充滿色彩，也成就了
他乘風破浪的精神。

首位內地掌門人 獲市場好評
他於2009年由國際知名投行摩根大

通加盟港交所，翌年接任行政總裁職
務，是任期最長的一個CEO。投資者對
他的評價普遍正面，特別是帶領港交所
作多元化發展方面應記一功。他在搭通
中外金融市場的本領可謂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香港這個世界有名的新股市場發
展成為集股票、金屬、債券、貨幣於一
身的多元化市場。

年報顯示，李小加在2019年的薪酬
為2,684萬港元，加上以股份支付的僱員
酬金福利2,426萬港元，總報酬約5,111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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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組織解散
“香港眾志”：解散及停止一切會務

“香港民族陣綫”：遣散所有香港地區成員，解散香港本部，海外分部繼續運作

“學生動源”：解散香港本部，海外成員將正式設立海外分部，並接管組織一
切事務，繼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前，仍然
會繼續前進

“維多利亞社區協會”：暫停運作直至另行通知

“民間外交網絡”：解散組織

“香港獨立聯盟”：即時解散香港境內成員，並停止香港境內運作

“香港眾志”

黃之鋒：宣布辭任“眾志”秘書長，同時
退出“眾志”，並稱以個人身份踐行信念

周庭：退出“眾志”，未來的國際連結工
作亦將無法再參與

羅冠聰：宣布退出“眾志”，並以個人名
義繼續參與反抗運動

敖卓軒：辭去“眾志”常務委員一職，同
時遞交退會通知

“香港民族陣綫”

梁頌恆：“香港民族陣綫”提倡“香港
獨立”，稱“留低一定被人踩冧”，故
早在香港國安法框架提出後約兩三星期
前，已有遣散香港成員的決定，遣散後
各自會在不同崗位繼續努力

“學生動源”

鍾翰林：稱基於政治現實，遣散香港
地區成員停止香港境內運作，並辭任
“學生動源”召集人一職

退黨“獨人”

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宣布退黨“獨人”及解散的“獨”組織：

“維多利亞社區協會”
周世傑：稱本人及本會一直堅決反對
“港獨”，並擁護基本法，從即日起退
出該會、辭任該會主席，並宣布該會
將暫停運作，直至另行通知

何致宏：即時退出“維多利亞社區協會”

李永財：辭任副主席，並完全退出
“維多利亞社區協會”，不希望大眾認
為其有政黨包袱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邵嵐：稱香港國安法通過後有感對曾
所屬的組織造成壓力，並可能連累同
窗摯友，故正式宣布退出“香港大專
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未來福禍將
一力承擔，與人無尤

“民間外交網絡”
張崑陽：稱風高浪急，並不希望拖累
任何人，故辭任“民間外交網絡”發
言人，並決定解散該組織

實施3個月 香江迎轉機 攬炒派退的退 休的休 散的散 逃的逃

自去年修例風波起，黑暴席捲全港各區，各種
打、砸、搶、燒惡行幾乎每日發生，汽油彈更是屢
見不鮮，數千無辜學生被煽動上街，令他們被捕和
面臨檢控，加上暴徒使用的暴力呈大幅度上升，警
員在行動中受傷的數字增加，香港像是陷入了一個
僵局。然而，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顯示，自香港國
安法生效實施後，香港的黑暴事件急劇下降，由
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9月15日在修例風波中，
警方一共拘捕了10,022人，檢控了2,227人。

根據警方資料顯示，由2019年6月9日至2020
年6月30日，在修例風波中警方一共拘捕了9,216
人，檢控了1,972人。被檢控的首三位罪行分別為
“暴動”（653人）、“藏有攻擊性武器”（304
人）及“非法集結”（294人）。

在香港國安法在6月30日晚生效實施後，相關
黑暴數據升幅亦不明顯，顯示出香港國安法對黑暴
的阻嚇力非常大。截至7月31日，警方在修例風波
中一共拘捕了9,664人，檢控了2,062人，被檢控
“暴動”（662人）、“非法集結”（322人）及
“藏有攻擊性武器”（316人）。

拘捕逾萬人 檢控超兩千
截至8月15日，警方在修例風波中一共拘捕了

9,672人，檢控了2,093人，被檢控“暴動”（663
人）、“非法集結”（332人）及“藏有攻擊性武
器”（322人）。其中，471人已完成司法程序，並

有396人 (84.1%) 須承擔法律後果，包括被定罪、簽
保守行為、獲頒照顧或保護令。

9月份，截至9月15日，警方在修例風波中一
共拘捕了10,022人，檢控了2,227人，被檢控“暴
動”（688人）、“非法集結”（384人）及“藏
有攻擊性武器”（333人）。其中，576人已完成
司法程序，並有484人 (84%) 須承擔法律後果。被
拘捕的10,022人當中有7,336名男子，2,686名女
子，年齡介乎11歲至84歲，涉及罪名包括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普通
襲擊、縱火、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5,545人已獲准保釋候
查／拒保候查。其中，3,927名為學生，當中911人
已被檢控。

警方指，由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期間，
爆炸品處理課共處理了147宗有關爆炸品的案件。
同期，警方接獲108宗有關炸彈嚇詐的案件，另有
5宗涉及真槍的案件，警方共檢獲1支半自動步
槍、5支半自動手槍、快速入彈器及大量子彈。警
務人員受傷方面，警方指由 2019年 6月 9日至
2020年9月27日，共有628名警務人員在行動中
受傷。

警方指，截至9月27日，共28人涉嫌違反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被警方拘捕。根據相關數
據可見，警方在7月1日至9月15日共拘捕806人，
相比起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的數字大幅減少。

警方鐵腕出擊 黑魔土崩瓦解

顏寶鈴：政府做事更有底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香港以前在維護

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漏洞，但現時已被堵上，加上香港
國安法非常具有阻嚇性，近來上街非法遊行、集結和
進行黑暴的次數明顯減少，並指大家有目共睹特區政
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和魄力，“因為
有香港國安法的撐腰，政府做事比之前更有聲氣，也
更有底氣。”她強調，香港必定能維護“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再次迎來光明，重新出發。

她指出，從相關的被捕數據可以看出，香港國安
法是有非常嚴謹的要求，只針對一小撮人，並指香港
國安法一直在做實事，“頭段時間先讓市民慢慢明白
和理解香港國安法，而且也不設追溯期，後面在有證
有據的情況下就開始行動，清除亂港分子。”

她又說：“為什麼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那些
‘港獨’分子就潛逃呢？我相信清醒的市民一定可
以看得出來，因為他們作賊心虛，身有屎，並且一
直繼續做分裂國家的行為，所以才會潛逃，這也證
明了香港國安法對他們產生的威力。”

盧瑞安：控制局勢效果顯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香港國安法令

黑暴得以被控制住的效果是清楚和顯而易見，“潛
逃的潛逃，引退的引退，更有人聲稱以後都不管政
治了，足以可見香港國安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絕對是根據法律做實事的，
“又快、又清楚、又果斷，絕對是按需要進行相關
安排和動作，並非坊間所謂的雷聲大雨點小。”並
指出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4方面及極少數真正搞事
者，絕無食言。

他指出，由於香港國安法的阻嚇力大，對比去
年同一階段，現在已經能看到黑暴減少了很多，相
信今年國慶絕不會像去年般亂。他又強調在維護國
家安全這一方面要兩手抓，“香港國安法是硬的一
方面，能有效控制局面，亦是在進行軟的國家安全
教育的先決條件，兩者缺一不可。”

陳勇：市面由混亂變和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香港國安法是

即刻見效的特效藥，成效立竿見影，在未正式落
實前已經令黑暴聞風喪膽，亂事大大減少，“退
群的退群，退休的退休，退港的退港，解散的解
散”。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針對恐怖分子使用
雷霆手段，有效阻止他們的亂港行為，加上相關數
字也能表明黑暴和“港獨”的減少，“‘港獨’病
毒變得零星，剩下的多數是真正的病毒，但也快被
消除了，加上‘港獨’病毒減少令混亂變得和平，
市民也可以安心上街。”他強調，香港國安法只針
對危害國家安全分子，普通的守法市民無須擔心會
被牽連到。

他相信，如果今年有人在國慶期間參加非法遊
行，並在途中做出有關“港獨”的言行，或有相關
謀劃，一定會受到懲罰，但認為礙於現時香港國安
法生效，這種亂港分子並不多。他又預測，在非法
遊行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混亂，也必定有幕後黑手
推炮灰出來進行偷雞式的恐怖行為，認為相關維護
國家安全部門要加強打擊這些行為，依法將他們更
繩之以法。

◆資料來源︰網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黑暴呈遞減趨勢
日期 拘捕人數 檢控人數

2019年6月9日 9,216 1,972

至2020年6月30日

2020年7月 448 90

2020年8月1日至8月15日 8 31

2020年8月16日至9月15日 350 134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實 施 後

實 施 後 實 施 前

實 施 前
違法“佔中”到修例風波，都是由反華勢力策動的港版“顏

色革命”。為維護國家安全，避免外部勢力企圖將香港變成反中

的橋頭堡，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審議通過香港國安法並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刊憲公布實施，於當晚11時生效。今

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3個月，香港文匯報整理相關資料，顯示國安法發揮了強大震

懾作用：修例風波期間的亂象迅速收斂、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的亂港頭目紛紛落網、

“獨暴”分子紛紛潛逃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聞國安法喪膽，“眾志”頭目黃
之鋒、周庭等宣布散夥。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77月月11日日，，警方首次高舉警告攬炒派違反國警方首次高舉警告攬炒派違反國
安法的紫色旗安法的紫色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99月月66日日，，攬炒派發起遊攬炒派發起遊
行行，，響應者稀少響應者稀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去年去年99月月66日日，，黑暴街頭黑暴街頭
縱火氣焰囂張縱火氣焰囂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法實施後國安法實施後，，在各大商場示在各大商場示
威者威者““人丁單薄人丁單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法實施前國安法實施前，，眾眾
多示威者時常擾亂商多示威者時常擾亂商
場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法利劍高懸 鎮獨暴立竿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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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建議撮要

■■ 劉遵義認為政府早劉遵義認為政府早
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
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
已見成效已見成效，，但單憑這些但單憑這些
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
總體需求總體需求。。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建立更深更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

◆成為東亞證券交易中心

◆成為首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成為東亞再保險中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加大公共投資提振經濟和就業

◆考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

◆建有先進外科及深切治療設施醫院及更優質護老院

◆翻新部分日久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

◆把現有的政府文件全面數碼化

今年疫情來襲下，香港經濟遭受重

創。經濟學者劉遵義29日表示，去年社

會事件導致香港實際GDP損失3.7%，

而疫情亦令今年上半年實際GDP估算損

失為6.4%，全年估算損失為11.4%，不

過他認為若日後疫情受控、社會動盪不

再重臨，明年首季經濟有望重拾正增

長，又建議政府加大公共投資以提振經

濟和就業，但不贊成再次全民派錢，因

難以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劉遵義：創造就業好過全民派錢
倡加大公共投資 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
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29日

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論壇，他認為政府早前全民派
一萬港元及保就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已見成
效，並即時為經濟體系注入購買力，有助支撐就
業及有利經濟復原，但他強調在經濟前景不明朗
的大環境下，商界和市民均選擇節約開支，認為
單憑這些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總體需求。

全民派錢計劃不可持續
對於政府應否再全民派錢，劉遵義認為全民

派錢計劃是不可持續，又指縱使政府要再派錢亦
應針對有需要的人來派，而非人人有份的全民派
錢。他強調，比起全民派錢，政府應專注公共投
資、發展更多項目，以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同時提振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對社會持續發展
更為有利。

劉遵義建議政府應專注公共投資，首要考
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採用本地勞工
和資源，盡量降低進口需求。而在公共投資項
目中，他認為首選是翻新公共建築，透過增設
太陽能電池板、更換冷氣系統及安裝雙層玻璃
窗，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時為公共建築安裝自動
門、聲控電梯、自動體溫檢測攝影機，亦有助遏
制疫情。

對於政府早前推出多輪紓困措施，令現時財政
儲備降至約8,000億港元，劉遵義強調上述建議項
目屬資本開支，而非經常性開支，以增設太陽能電
池板為例，有助日後減低能源開支，長遠有利減少
日常支出。他亦建議，興建具先進外科和深切治療
設施的醫院及護老院等，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同
時可考慮翻新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等。

要進一步發展香港債市
而除了公共投資，劉遵義認為需強化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他認為香港應建立更深更
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令港府或其他機

構可在香港更容易及更便宜地進行較長期融資，
同時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他又
建議香港加強發行固定收益證券，以吸引更多金
融服務供應商落戶香港。

大灣區對港發展至為重要
劉遵義又提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

主要原因是背靠內地，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
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他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內
城市群可逐步實現資金、信息、人員自由流動，
並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研究和發展方面的優勢，服
務中國投資者、企業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港交
所29日公布，行政總裁李小加有意提早
退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在董事會全面支
持及同意下，李小加將繼續擔任港交所
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當然成員直至12月
31日，較原訂的明年10月約滿日期更
早。由2021年1月1日起，李小加將轉任
為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6個月，繼續提
供指導並確保過渡安排順利進行。港交
所主席史美倫稱，物色新集團行政總裁
的工作進展良好，適時向市場公布。

李小加將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
李小加表示：“擔任港交所集團行

政總裁是我職業生涯最自豪最難忘的一
頁。我很榮幸能夠與這樣一群傑出的同
事們共同披荊斬棘、開疆拓土，讓港交
所的業務走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前沿，
連接中國與世界，支持香港成為更璀璨
的國際金融中心。”他續稱，要從港交
所這樣獨特的崗位退下來，恐怕永遠也
找不到一個最完美的時機，但“以集團
目前穩健的業務發展和實力，我覺得是
時候交棒了。”

港交所同時宣布，委任戴志堅在李
小加退任後，出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
有關委任於2021年1月1日生效。戴志
堅亦將出任港交所董事會的當然成員，
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戴志堅現年58歲，較李小加年輕一
歲，在港交所核心高層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中，其資歷最深，加入交易所工作逾
22年，被視為監管機構最信任的高層。

李小加是港交所首個來自內地的掌
門人，本身就是個風雲人物。他從石油
鑽井工人，到新聞記者，再到華爾街投
行高管，一路走來充滿色彩，也成就了
他乘風破浪的精神。

首位內地掌門人 獲市場好評
他於2009年由國際知名投行摩根大

通加盟港交所，翌年接任行政總裁職
務，是任期最長的一個CEO。投資者對
他的評價普遍正面，特別是帶領港交所
作多元化發展方面應記一功。他在搭通
中外金融市場的本領可謂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香港這個世界有名的新股市場發
展成為集股票、金屬、債券、貨幣於一
身的多元化市場。

年報顯示，李小加在2019年的薪酬
為2,684萬港元，加上以股份支付的僱員
酬金福利2,426萬港元，總報酬約5,111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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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中國規模最大、裝備先

進、綜合能力強且具有世界領先水平

的萬噸級海事巡邏船“海巡 09”

輪，29 日在廣州成功出塢。據介

紹，“海巡09”集海事巡航和救助

一體，具備深遠海綜合指揮能力，是

中國海上重要的巡航執法、應急協調

指揮、海上防污染指揮動態執法平

台。該船預計列編後將配屬南海海巡

執法總隊管理使用，這將極大增強我

國在南部海域的巡航監管、搜救指

揮、應急處置能力。

中國最大萬噸級海巡船廣州出塢
將配屬南海巡航執法 助力構建深遠海海事保障能力

採用艉下滑
方式布置一
艘9m高速
有 人/無 人
執法艇

任務方艙

直升機起降平台

直升機機庫

全球覆蓋的
衛星通信系統

執法水炮

強聲強光執法設備
光電跟蹤取證設備

全景式駕駛室

統籌決策的
綜合指揮室

前後配置
三台側推

減搖鰭及
減搖水艙裝置

滿足5級海況下
使用的高速搜
救工作艇

航煤加油罐

液壓折臂吊
四機雙槳
的主推進系統

﹁海
巡
09
﹂裝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出塢現場看到，該船外
型威武、船身線條流暢，整體造型錯落

有致，層次感強。據負責“海巡09”建造項
目的總建造師顏培博介紹，“海巡09”由我
國自行研製，目前主船體完成建造，動力、
電力等主要系統設備安裝到位。設計排水量
10,700噸，設計總長165米，可搭載多型直
升機並配合其加油、救生和搜尋等作業，能
在9級海況、蒲氏12級風力條件下安全航
行。

擁北斗等多套衛星系統
據了解，“海巡09”建有海上數據中

心，編隊自組網、數字集群等多種通信手段，
包括北斗在內多套衛星系統，具有較強的動態
感知、監測預警、信息收集處理和傳輸、綜合
指揮、海事監管等能力。

“海巡09”執法、應急、防污樣樣精
通，更是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深遠海綜合
指揮平台”。據介紹，該船可履行海上巡航
執法、應急協調指揮、海上防污染指揮的職
責，作為船隊的指揮中樞，擔任編隊巡航時
的指揮船，同時還具備一定的深遠海人命搜
尋救助能力、應急物資儲備和提供的能力，
實現以本船為中心的“空海一體”綜合執
法、人員物資轉運等多樣功能。

廣東海事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海巡
09”下水後，還將進行舾裝與試航才能正式
列編，預計列編後將配屬南海海巡執法總隊
管理使用。隨着萬噸海巡船正式列編後，廣
東海事局也將成為中國首個擁有2艘百米級
大型海巡船的直屬海事局，這將極大增強我
國在南部海域的巡航監管、搜救指揮、應急

處置能力。

具備全球巡航救援功能
中國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局長曹德勝表

示，“海巡09”的投入運營，將加強海上交
通動態管控和應急保障，保障海上運輸安全暢
通，提升中國海上交通治理能力和水平，維護
國家海洋權益。同時，“海巡09”具備全球
巡航救援功能，將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海事領域
突發事件處置和溝通合作的重要平台。

曹德勝稱，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將以科技
創新為基礎，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方向，加
快建成具備全球航行，有深遠海作業能力的
海事船隊，打造“陸海空天”一體化水上交
通安全保障設施裝備體系，增強深遠海海事
服務保障能力，為交通強國、海洋強國建設
作出更大的貢獻。

=1
�	

“海巡09”六大功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1.海上巡航執法、搜尋救助、應急協調指揮
2.擔任編隊巡航時的指揮船
3.實施船舶防污染、溢油應急指揮
4.推廣航海科普知識傳播
5.開展海事業務綜合培訓、國際交流與合作
6.配合海上維權執法行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中國最大萬噸級海事巡邏船中國最大萬噸級海事巡邏船““海巡海巡0909””
輪輪2929日在廣州成功出塢日在廣州成功出塢。。 中新社中新社

尺 寸 ：總長165米、型寬20.6米、型深9.5米
設計排水量 ：10,700噸
滿載排水量 ：13,000噸
航 區 ：無限航區（除兩極外）
最大航速 ：設計裝載狀態下不低於25節
續 航 力：在經濟航速16節下不低於10,000海里
自 持 力：海上可巡航執法作業90天以上

“海巡09”性能一覽

*能在9級海況、蒲氏12級風力下安全航行；在8級
風力，6級海況下直升機可起降，並具備夜間起降
能力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劉遵義建議撮要

■■ 劉遵義認為政府早劉遵義認為政府早
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
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
已見成效已見成效，，但單憑這些但單憑這些
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
總體需求總體需求。。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建立更深更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

◆成為東亞證券交易中心

◆成為首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成為東亞再保險中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加大公共投資提振經濟和就業

◆考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

◆建有先進外科及深切治療設施醫院及更優質護老院

◆翻新部分日久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

◆把現有的政府文件全面數碼化

今年疫情來襲下，香港經濟遭受重

創。經濟學者劉遵義29日表示，去年社

會事件導致香港實際GDP損失3.7%，

而疫情亦令今年上半年實際GDP估算損

失為6.4%，全年估算損失為11.4%，不

過他認為若日後疫情受控、社會動盪不

再重臨，明年首季經濟有望重拾正增

長，又建議政府加大公共投資以提振經

濟和就業，但不贊成再次全民派錢，因

難以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劉遵義：創造就業好過全民派錢
倡加大公共投資 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
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29日

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論壇，他認為政府早前全民派
一萬港元及保就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已見成
效，並即時為經濟體系注入購買力，有助支撐就
業及有利經濟復原，但他強調在經濟前景不明朗
的大環境下，商界和市民均選擇節約開支，認為
單憑這些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總體需求。

全民派錢計劃不可持續
對於政府應否再全民派錢，劉遵義認為全民

派錢計劃是不可持續，又指縱使政府要再派錢亦
應針對有需要的人來派，而非人人有份的全民派
錢。他強調，比起全民派錢，政府應專注公共投
資、發展更多項目，以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同時提振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對社會持續發展
更為有利。

劉遵義建議政府應專注公共投資，首要考
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採用本地勞工
和資源，盡量降低進口需求。而在公共投資項
目中，他認為首選是翻新公共建築，透過增設
太陽能電池板、更換冷氣系統及安裝雙層玻璃
窗，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時為公共建築安裝自動
門、聲控電梯、自動體溫檢測攝影機，亦有助遏
制疫情。

對於政府早前推出多輪紓困措施，令現時財政
儲備降至約8,000億港元，劉遵義強調上述建議項
目屬資本開支，而非經常性開支，以增設太陽能電
池板為例，有助日後減低能源開支，長遠有利減少
日常支出。他亦建議，興建具先進外科和深切治療
設施的醫院及護老院等，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同
時可考慮翻新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等。

要進一步發展香港債市
而除了公共投資，劉遵義認為需強化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他認為香港應建立更深更
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令港府或其他機

構可在香港更容易及更便宜地進行較長期融資，
同時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他又
建議香港加強發行固定收益證券，以吸引更多金
融服務供應商落戶香港。

大灣區對港發展至為重要
劉遵義又提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

主要原因是背靠內地，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
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他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內
城市群可逐步實現資金、信息、人員自由流動，
並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研究和發展方面的優勢，服
務中國投資者、企業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港交
所29日公布，行政總裁李小加有意提早
退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在董事會全面支
持及同意下，李小加將繼續擔任港交所
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當然成員直至12月
31日，較原訂的明年10月約滿日期更
早。由2021年1月1日起，李小加將轉任
為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6個月，繼續提
供指導並確保過渡安排順利進行。港交
所主席史美倫稱，物色新集團行政總裁
的工作進展良好，適時向市場公布。

李小加將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
李小加表示：“擔任港交所集團行

政總裁是我職業生涯最自豪最難忘的一
頁。我很榮幸能夠與這樣一群傑出的同
事們共同披荊斬棘、開疆拓土，讓港交
所的業務走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前沿，
連接中國與世界，支持香港成為更璀璨
的國際金融中心。”他續稱，要從港交
所這樣獨特的崗位退下來，恐怕永遠也
找不到一個最完美的時機，但“以集團
目前穩健的業務發展和實力，我覺得是
時候交棒了。”

港交所同時宣布，委任戴志堅在李
小加退任後，出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
有關委任於2021年1月1日生效。戴志
堅亦將出任港交所董事會的當然成員，
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戴志堅現年58歲，較李小加年輕一
歲，在港交所核心高層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中，其資歷最深，加入交易所工作逾
22年，被視為監管機構最信任的高層。

李小加是港交所首個來自內地的掌
門人，本身就是個風雲人物。他從石油
鑽井工人，到新聞記者，再到華爾街投
行高管，一路走來充滿色彩，也成就了
他乘風破浪的精神。

首位內地掌門人 獲市場好評
他於2009年由國際知名投行摩根大

通加盟港交所，翌年接任行政總裁職
務，是任期最長的一個CEO。投資者對
他的評價普遍正面，特別是帶領港交所
作多元化發展方面應記一功。他在搭通
中外金融市場的本領可謂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香港這個世界有名的新股市場發
展成為集股票、金屬、債券、貨幣於一
身的多元化市場。

年報顯示，李小加在2019年的薪酬
為2,684萬港元，加上以股份支付的僱員
酬金福利2,426萬港元，總報酬約5,111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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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年轻时与夫人合影痖弦年轻时与夫人合影。。

痖弦年轻时与夫人合影痖弦年轻时与夫人合影。。

作家林怀民当年在美国时作家林怀民当年在美国时。。

痖弦痖弦（（右右 ））在爱荷华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在爱荷华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

痖弦痖弦（（左左 ））在爱荷华与作家在爱荷华与作家
、、翻译大员翻译大员Paul EaglePaul Eagle （（右右

））合影合影。。

痖弦去美国爱荷华做交换的学者时摄痖弦去美国爱荷华做交换的学者时摄。。

年轻时与作家年轻时与作家、、诗人洛夫诗人洛夫、、商禽商禽、、楚戈楚戈、、辛辛
鬱戏水时合影鬱戏水时合影。。如今商禽如今商禽、、楚戈都不在了楚戈都不在了。。

年轻时的痖弦年轻时的痖弦：：19541954年痖弦被分发至左营军中广播电年痖弦被分发至左营军中广播电
台台，，时年时年2222岁岁。。

痖弦痖弦（（中中 ））当年主演话剧当年主演话剧「「国父传国父传」」时与友人合影时与友人合影。。 痖弦痖弦20082008～～20102010年与年与「「创世纪创世纪」」诗刊的老朋友们在台北聚诗刊的老朋友们在台北聚
会时合影会时合影。。

全部影片的大纲全部影片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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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網副總編楊帆世界名人網副總編楊帆(Grace Vitali)(Grace Vitali)與夫婿世界頂級作與夫婿世界頂級作
曲家史蒂文曲家史蒂文••維塔利維塔利（（Steven VitaliSteven Vitali））20202020年年99月月1515日日
推出的又一部單曲力作推出的又一部單曲力作MTVMTV 《《Adeline Steven VitaliAdeline Steven Vitali民民
謠傳播愛與舞蹈說謠傳播愛與舞蹈說》》(Ballad for Adeline Steven Vitali(Ballad for Adeline Steven Vitali
SPREAD LOVE AND DANCE SAYS STEVEN VISPREAD LOVE AND DANCE SAYS STEVEN VI--
TALI)TALI)””該視頻主要描述了愛與激情該視頻主要描述了愛與激情，，是一部發自內是一部發自內
心的短片心的短片，，其中包含音樂其中包含音樂，，具有多種含義具有多種含義。。優美優美，，抒抒
情的音樂與浪漫美麗的舞姿帶給大家快樂情的音樂與浪漫美麗的舞姿帶給大家快樂，，希望和堅希望和堅
強強，，能陪伴親朋好友平安健康地走過疾病和災難能陪伴親朋好友平安健康地走過疾病和災難！！現現
在在，，在在3838個國家個國家//地區的全球唱片銷售已達到地區的全球唱片銷售已達到22002200萬萬
張張。。

20202020年年99月月2525日日，，精通魔術精通魔術、、變臉變臉、、雜技雜技、、瑜伽瑜伽、、太極太極、、舞蹈等舞蹈等
各式各樣智體藝術的多才多藝的陳連紅大師在沃倫鄉村俱樂部各式各樣智體藝術的多才多藝的陳連紅大師在沃倫鄉村俱樂部
(Woodland Country Club)(Woodland Country Club)受聘教授美國名流水上太極和水上瑜伽受聘教授美國名流水上太極和水上瑜伽。。
疫情以來疫情以來，，陳大師獨創的精彩紛呈的符合陳大師獨創的精彩紛呈的符合CDCCDC指南和社交距離的指南和社交距離的
體能運動深受美國上流社會追捧體能運動深受美國上流社會追捧，，成為休斯敦抗疫的一道靚麗的成為休斯敦抗疫的一道靚麗的
風景線風景線。。

20202020年年99月月2626日傍晚日傍晚，，近兩年剛剛在休斯敦出演過兩部電影近兩年剛剛在休斯敦出演過兩部電影
的休斯敦時尚達人的休斯敦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休斯敦市中心來到休斯敦市中心EaDoEaDo區壁畫區壁畫
牆叢林熱點拍攝復古藝術外景牆叢林熱點拍攝復古藝術外景，，期待她能告慰父母期待她能告慰父母，，並在自並在自
己的工作之餘拍攝一部部新電影己的工作之餘拍攝一部部新電影，，獲得人生的滿足與成功獲得人生的滿足與成功。。

20202020年年99月月2727日日，，中秋國慶雙節前夕中秋國慶雙節前夕，，位於加爾維斯位於加爾維斯
頓頓TikiTiki島的華裔發明家劉永緯先生宣布島的華裔發明家劉永緯先生宣布：：今年今年1010月月11
日將按慣例舉行世界上最小型的中國國旗升起典禮日將按慣例舉行世界上最小型的中國國旗升起典禮，，
並款待美國朋友吃中秋月餅並款待美國朋友吃中秋月餅，，在墨西哥灣上燃放煙花在墨西哥灣上燃放煙花
。。據悉據悉，，這一傳統自劉永緯先生購買了海邊別墅後就這一傳統自劉永緯先生購買了海邊別墅後就
一直堅持到現在一直堅持到現在，，持續了數十年持續了數十年，，劉先生也為自己是劉先生也為自己是
炎黃子孫而倍感驕傲炎黃子孫而倍感驕傲。。在休斯敦說到祥瑞花園在休斯敦說到祥瑞花園，，所有人都會想到德州共贏地產創始人王所有人都會想到德州共贏地產創始人王

秀玲秀玲Anna WangAnna Wang，，所有王秀玲的客戶和朋友也都知道祥瑞花園是所有王秀玲的客戶和朋友也都知道祥瑞花園是
王秀玲接手的第一個從選址王秀玲接手的第一個從選址、、設計設計、、施工到市場推廣全程費盡心施工到市場推廣全程費盡心
血打造的位於休斯敦中國城中心地帶的大型長者頤養天年的絕佳血打造的位於休斯敦中國城中心地帶的大型長者頤養天年的絕佳
住所住所。。 20202020年年99月月3030日日，，王秀玲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採訪王秀玲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採訪，，祥瑞祥瑞
花園正式竣工的第一時間的本週六和周日花園正式竣工的第一時間的本週六和周日 99::3030am-am-11::3030pmpm 舉行舉行
Open HouseOpen House，，第一批住戶將在第一批住戶將在 1010 月入住月入住，，任何時間都可以致電任何時間都可以致電
713713--979979--82428242預約看房預約看房，，選擇你們夢中的家園選擇你們夢中的家園。。

休斯敦中國城治安堪憂亮紅燈休斯敦中國城治安堪憂亮紅燈。。 20202020 年年 99 月月 2626 日中午日中午，，位於位於
TownparkTownpark和合作路交口的和合作路交口的AZ Led & SignAZ Led & Sign招牌燈具公司東主招牌燈具公司東主AmanAman--
da Zhangda Zhang再次報警並告訴世界名人網記者連續兩週週六凌晨被竊再次報警並告訴世界名人網記者連續兩週週六凌晨被竊
賊破門而入盜取財物賊破門而入盜取財物。。 AmandaAmanda的同事甚至帶來衝鋒槍展示要給盜的同事甚至帶來衝鋒槍展示要給盜
賊顏色看看賊顏色看看。。美國法律不管的或者管不到的地方美國法律不管的或者管不到的地方，，能不能用武器能不能用武器
自衛自衛，，AmandaAmanda表示會詢問專家表示會詢問專家，，不幸中的萬幸是不幸中的萬幸是，，只是盜竊只是盜竊，，並並
無人身傷害事件發生無人身傷害事件發生。。

20202020年年99月月2525日日，，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Ms TexasMs Texas桂冠的舞蹈家桂冠的舞蹈家、、
演員演員、、詞作者詞作者Eileen DongEileen Dong來到休斯敦著名休閒勝地康羅湖畔遊艇來到休斯敦著名休閒勝地康羅湖畔遊艇
碼頭為慈善公益拍攝外景碼頭為慈善公益拍攝外景，，幫助那些飽受虐待的少女和兒童過上幫助那些飽受虐待的少女和兒童過上
正常的美好的日子正常的美好的日子。。

20202020年年99月月3030日日，，Hot MamaHot Mama品牌全球創始人品牌全球創始人、、美國飛龍傳媒集團美國飛龍傳媒集團
董事長陳鐵梅女士受邀出席德州文藝復興節媒體日活動董事長陳鐵梅女士受邀出席德州文藝復興節媒體日活動。。今年今年1010
月月33日至日至1111月月2929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德州文藝復興節來德州文藝復興節來
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能參與的能參與的
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限限
制進園人數制進園人數，，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設立設立COVIDCOVID1919病毒測試病毒測試，，確確
保觀眾體驗不變保觀眾體驗不變，，節目更加豐富多彩節目更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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