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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雨過天晴 香港當再出發
香港回歸24年

了。從人類歷史長
河來看，24年只是
電光火石的一瞬
間；但之於基本法

確立的 「50年不變」 政策而言，時光卻
逝去了幾近一半。回溯最近的過去，香港
發生的事情不可謂不大，真是驚天動地、
觸目驚心。這包括2014年的 「佔中」 、
2016年春節期間爆發的 「旺暴」 、2019
至2020年之間爆發的 「修例風波」 ，以
及2020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天而降
的香港國安法、2021年全面鋪陳的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若干年後，當我們再回首
這段歷史，定會感慨萬千。回歸周年之
際，展望香港未來，只想說來者猶可追，
明天可以更好。

完善國家安全法制建設，鞏固香港國
安法成效

香港國安法的通過與落地既是出自很
多人意料之外之舉，但又在情理之中發
生。國安法乃一劑猛藥，立竿見影，迅速
達到了穩定社會、恢復秩序、再造信心之
目的。中央直接行使維護香港特區國家安
全的立法權，合憲合法，旨在阻止並懲處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同時敦促特區政府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義務。就後者而
言，特區政府後知後覺，雖然之前有過努
力，顯然執行力不夠，效果不彰，且欠缺
恆心，故釀成後期之反中亂港態勢，致使
國家安全利益受損。

而今之計，行政長官主導的特區政府
應當全面配合法律實施。為鞏固國安法帶
來的積極社會效果，特區政府一方面應從
行政、檢控、乃至司法層面推進法律實
施，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落實法律原則與
條文，完善制度建設。另一方面，繼續完
成未竟之國家安全立法任務，履行憲制責
任，防患於未然。

貫徹選舉制度完善，確保 「愛國者治
港」

國安法為全面貫徹 「愛國者治港」 打
開了局面，鋪平了道路，創造了有利的宏
觀環境。法律統治之下，那些極端本土主
義者、鼓吹支持 「港獨」 、長期反中亂港

的人或被收押待審，或潛逃境外海外，或
潛入地下，香港社會基本上宇內澄清，亂
象（至少是目前）不再，全面開展選舉制
度完善得以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集中精力解決深層次矛盾

在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之後，人大常委會獲授權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特區迅即完成修改本地
選舉法律。中央特區立法配合一氣呵成。
在新選舉制度框架下，重建選舉委員會，
並賦予它選舉行政長官和40位立法會議
員之權力；重構立法會並重新分配立法會
議席和改變功能團體議員選舉產生辦法；
新設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候選人進行考察把
關。這一切措施從正面講達到了保證 「愛
國愛港者」 當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
進入管治隊伍的政治目的；從效果上講，
新制度釜底抽薪，基本堵塞了反中亂港分
子進入體制之路。完善選制將 「愛國者治
港」 原則落實到了實處，其現實政治意義
是顯而易見的，其長期正面效果是可以期
待的。

集中精力抓大事，解決 「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2020年在 「兩會」
期間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指出，中央出手
解決國安立法，就是為了維護香港社會的
安定團結、社會穩定； 「有了這個前提，
再從全局的、長遠的、遠近結合的角度，
對香港經濟、民生等深層次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並回應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的關
切……香港整個社會形成共識，一件一件
事情去解決，香港社會一定明天會更美
好。」 其關切與希望之情溢於言表。是時
候該由特區政府着手解決香港存在已久的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了。如今，香港社會秩
序得以恢復，愛國愛港者得以陸續上
位，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必須調整心態
和議事日程，認真面對香港面臨的建
設、發展、與民生問題。鴕鳥政策是不
可取的。

早在2005年，國家領導人就已經指

出香港有 「深層次矛盾」 。其後，中央也
一再提出過要 「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 。十五年過去，一共經歷過三任
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對解決 「深層次問
題」 有什麼作為呢？曾鈺成（2020年1
月）就曾追問： 「為什麼社會矛盾不但沒
有紓緩，反而繼續惡化呢？」

什麼是香港的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呢？2019年9月4日，新華社發布記者王
旭等三人採寫的《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
向──香港 「修例風波」 背後的一些社會
深層根源》一文。文章觀察到： 「吹開喧
囂的政治泡沫， 『修例風波』 的背後有着
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作
者列舉了一系列可被我們視之為 「深層次
的」 問題，如產業高度單一和空心化、房
價高企、薪金收入停滯、貧富差距擴大、
階層固化、青年難以向上流動等。並指
出， 「這些社會問題早已暴露，回歸22
年來，歷屆特區政府也都做出過不同程度
的努力。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民怨難
以消解。這是 『修例風波』 一經煽動就爆
發的重要原因。」 作者分析原因，認為：
「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
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但香港深層次矛
盾之所以難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構上的互
相牽制，造成施政困難；也有政府舉措失
當，還有長期以來自由市場理念下，教條
式執行 『小政府、大市場』 的理念帶來不
作為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反對派不斷
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罔顧經濟民生大
局，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

應該說，明白人還是很多的，但不在
其位。目前的關鍵是，政府真要為香港長
遠計，下定決心去做。今天的政治制度安
排非常有利於政府下大決心做大事，並且
還有中央政府的堅定加持。時不我待。是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還是 「非不為
也、實不能也」 ？在任何一種情況之下，
不換腦袋就要換人， 「賢能的治港者」 應
該上位。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牢牢抓
住發展機遇

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
見證下，《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大灣區（9+
2）建設方向正確，規劃全面，潛力巨大，
前景宏偉，符合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符合
香港長遠發展利益。《協議》之後，廣東
九個城市積極響應，分別採取立法和行政
措施配合，並制定了相關政策與法律，以
迎接大灣區時代的到來。

香港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首先可以
幫助解決經濟發展難題，其次還可以協助
部分紓緩或解決民生問題（比如說住房和
養老）。香港地域狹小，產業結構單一，
受制於有限的空間規模；香港科技創新力
不足，存在人才短板。而大灣區以整個中
國為腹地，正好可為香港提供廣闊的發展
舞台。

融入大灣區，首先要破除人求於我的
閉關心態，因為這也是我求於人。在9+
2格局之下，香港有自己的強項和長處，
比如成熟的國際交流經驗和便利的國際交
流通道，可依賴的法制傳統和普通法制
度，人民普遍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外向心
態，這些可以彌補我們的短板，從而達到
取長補短的目的和效果。大灣區建設項目
不是畫餅充飢，它建基於現實的必要性和
扎實的可行性之上。我始終認為，除非香
港完全封閉自己於此狹小的空間，自絕於
發展機會和大勢，否則對於香港來說，未
來發展出路就在於投身大灣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發揮自身優勢貢獻國家所需

《協議》簽署已經四年了，內地城市
已經開鑼唱戲，而香港方面卻雷聲大雨點
小。儘管政府方面也有積極表態支持，但
是我們未見展示執行力度和有效的實際行
動。如果一味消極應對的話，內地城市也
走不下去，最終將一事無成，大灣區將會
永遠停留在藍圖之上。對此，我們將負有
歷史責任。

再度國際化，承擔新使命
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大都市，毋

庸置疑。這可從它的基礎建設、國際地
位、成熟的金融體系與法律制度，以及人
的素質等方面得以證實。香港有它輝煌的

一頁歷史和仍然值得驕傲的一面。然而，
時過境遷，內地的北上廣深四大都市發展
速度更是日新月異，其國際化程度愈來愈
高，人才優勢彰顯，直接挑戰香港的地位
和作用。投資者和實業家對此應該深有體
會。

面對來自內地大都市和周邊國際大都
市的競爭（和搶客），香港是停滯不前，
還是闖出新路。我相信，對自我調適能力
強且不服輸的香港人來說，答案是後者。
香港之於中國的價值是什麼？它過去一直
是窗口、跳板、中轉站、集資中心、國際
大商城。我們今天如何再挖掘自己的潛
力，繼續走在國際化的前列？

王緝憲在2016年提出兩點至今仍有
參考價值：第一，提升香港作為全球消費
網絡之區域樞紐的能力；第二，再國際
化、向多元化國際都市轉型。就再國際化
而言，在於轉變香港的 「地理中間性」 的
角色，用中間性培養出 「中心性」 。具體
而言，香港須得努力維護其跨國企業全球
總部或地區總部駐地的地位，鞏固其重要
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再度國際化，就要發揮強項，不懼競
爭。與其他城市比較而言，香港的強項明
顯突出，如簡單稅制和低稅率、資訊的自
由流通，和法治及司法獨立性。與周邊的
東京、首爾、新加坡、台北比較，香港仍
然具有人才、語言、法律以及熟悉國際規
則等優勢，以內地為腹地也是其他競爭者
不具備的條件。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再國際化今天面
臨新的不利形勢。今日之世界仍以意識形
態劃線，形成新的兩大國家板塊（以近日
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
屆會議為例，40多個國家對中國人權紀
錄表達嚴重關切，90多個國家以不同方
式表達對中國正當立場的理解和支持），
美英加澳紐歐結盟圍堵中國幾成事實，這
是香港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也直接威脅
到其國際地位的維持。但這不應阻礙香港
在再度國際化的路上走下去，並且要闖出
新意來，國家也需要一個更加國際化的香
港。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自6月20日赴
京，連日來，在北
京參加會議、出席
活動，馬不停蹄，
內心時時刻刻被震

撼着，感動的熱淚一次次滴落……我一個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為我們的中國共產黨
充滿艱辛又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心潮澎湃，
為她的華誕深深祝福，為自己能親身在首
都見證世紀盛況而榮幸自豪。

6月28日晚，我與一眾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代表去國家體育場（鳥巢）觀看大型
情景史詩文藝表演《偉大征程》。中國共
產黨百年篳路藍縷奮鬥史，濃縮在 「浴火
前行」 、 「風雨無阻」 、 「激流勇進」 、
「錦繡前程」四個篇章中，生動展現中國共
產黨百年來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
改革的壯美畫卷。

近代以後中華民族飽經磨難，無數仁

人志士前仆後繼，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直
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此後，歷經艱
苦卓絕的長征、幾十年戰場上的浴血奮戰，
從一窮二白基礎上的艱苦建設，到改革開
放的春天故事……百年征程逐一闡釋了全
世界的一連串疑問：

打破了一個舊世界的中國共產黨人，
能否建設一個新世界？帶領中國人民站起
來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帶領人民富起來？
創造了歷史性成就、領導了歷史性變革的
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帶領國家強起來，實
現民族復興？

十四億人民用自己的生活、用自己幸
福的笑容告訴世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下，這一切都由夢想變成了現實，變成了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變成了萬眾聚光目睹
國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這一切成就在於
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
至上，一切來自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

切為了人民。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所說：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

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了解了她一百年
的奮鬥史，由衷感到：中國共產黨人，是
最有遠大理想、最不怕犧牲、最能吃苦、
最美的人。

香港代表團成員湯家驊先生說： 「說
壯觀實難以形容那波瀾壯闊的場面，言震
撼又不足以表達那澎湃高漲之情緒。」 這
可能是每一位參加活動的港人心情；葉劉
淑儀也說： 「沒有共產黨百年奮鬥，我國
哪有今天輝煌成就？」

晚會結束前，全場起立高唱《沒有共
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跟着觀眾一口氣
唱了四五遍，唱完發現口罩已被淚水打濕。
那是發自內心的感動。

（百年華誕手記之一）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

團聯會會長



中國歷史最輝煌篇章
團結香港基

金承擔編撰香港志
重任，為香港迄今
無系統歷史記載補
缺。該項工程啟動

時，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踐尚處於經濟講 「一國」 政治仍強調 「兩
制」 差異階段，所以，香港志編撰計劃
未列入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 。

今天，中國人民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踐已邁入 「一國」 是 「兩制」 的
前提和基礎的新階段。香港志應當補充
一個新篇——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 。

中國共產黨的100年與香港的關係，
大體可分為四章。

香港志應有中共與香港篇

第一章是中國共產黨孕育與香港，
包括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
產黨創建者在香港的活動（包括途經香
港），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俄國十
月革命影響經香港傳入內地。

第二章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後，立即把維護香港工人階級利益提上
議程。中國共產黨人深入香港，建立工
會，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
引發中國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國民黨
背叛國共合作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建
立南方局；並且，建立經過香港的秘密
交通線，把中共在上海的領導成員以及
大量金錢和物資，轉移至江西瑞金紅色
根據地。在抗日時期，香港淪落日本侵
略者的鐵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堅持在香港與日軍作戰。

二十多年間，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
董必武、鄧中夏、蔡和森、廖承志、陳
達明等，或者途經香港，或者曾在香港
生活和戰鬥。然而，至今，香港無一處
關於他們在香港留下的足跡的紀念，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難
道不感到慚愧？香港志應當記錄中國共

產黨人在香港的活動，例如，海員大罷
工、省港大罷工、沙田慘案、八路軍辦
事處、周恩來三度來港、廖承志八路軍
辦事處、鄧中夏及蔡和森在香港被捕、
1949年之前新華社等等。

第三章是中國共產黨創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到香港回歸祖國。這一章分兩
部分，前一部分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
央政府，制訂和貫徹關於香港 「長期打
算，充分利用」 的方針。至今，在香港，
仍有一些人以為香港在上世紀 「冷戰」
時期的經濟發展是得力於西方國家。其
實，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不急於
收回香港的管治權，是為了中華民族包
括香港同胞的利益。

第三章的後一部分記錄鄧小平等中
國共產黨人提出 「一國兩制」 方針解決
香港前途問題。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6月12日在 「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
制』 」 主題論壇上的主旨演講中所指出，
「 『一國兩制』 的偉大創舉，改變了歷

史上但凡收復失地就要大動干戈的所謂
定勢，是中國共產黨人充滿政治智慧的
時代創造，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寫下了
光彩奪目的中國方案。」

這一部分應當揭露港英如何在香港
匆匆推行代議政制，以對抗中央政府恢
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第四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順利
回歸祖國，到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回歸祖
國23周年時為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 撥
亂反正、正本清源。記錄中國共產黨捍
衛 「一國兩制」 和發展 「一國兩制」 ，
這是 「國家改革開放與香港」 篇所欠缺
的。香港志其他篇以2017年7月1為止。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 篇宜延伸至2020

年7月1日。對此，可以特別說明。
中國共產黨的100年，在歷史長河中

是短暫的，卻是中國歷史的最輝煌篇章，
也是世界歷史最光榮的篇章之一，對香
港未來尤為重要。希望團結香港基金和
香港志的朋友們能夠把香港歷史不可或
缺的這一篇及時補充。

資深評論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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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百年中國共產黨磅礴偉力

王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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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看書多
過看電視的我，今
年也變成煲劇一
族，一到晚上的黃
金八點檔，就準時

守在電視機旁，追看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
播放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流擊
水》，和百集文獻紀錄片《山河歲月》——
看得心潮澎湃，看得熱淚盈眶。

山河為經、歲月為緯，熒幕上重現的，
是一片歷史的天空。一幕幕，生動、立體
地呈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歷經磨難而生生不
息的奮鬥歷程；無數先烈前仆後繼流血犧
牲鑄就的非凡歷史。開篇的劇集裏，毛主
席在延安的窰洞裏寫下《中國革命與中國
共產黨》，清楚指出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那
天開始，就將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
命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當鏡頭轉到1974
年10月15日的清晨，81歲的毛主席前往橘
子洲頭，佇立在湘江邊上，久久不願離去

──心中或許仍是近半個世紀前所寫下的
那幅景象：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人
物，這部充滿着厚重的歷史積澱、豐厚的
精神理想，亦洋溢着情懷和詩意的紀錄片，
潤物無聲地詮釋出黨的初心、黨的使命。

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國革命的最終勝
利，靠的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
建設這三大法寶。而新中國的建設，黨始
終懷着為人民服務的心，將人民擺在第一
位，就是這樣，帶領着我們的國家、我們
的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今年國家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所
說，這絕對是 「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
人間奇跡」 ──這便是我們的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當年毛主席強調要自力更生搞國家建
設，而今習主席強調要科技自主研發，兩

者的歸結點，都是靠國家和民族自身的力
量，實現中國夢。

國家正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我深切地感受到，
香港，要抓住歷史賦予的發展機遇，更好、
更快、更有效地融入國家的發展藍圖，與
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同發展。隨着《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在5月
31日刊憲生效，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本地
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這是依法治港、撥
亂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香港將重回
發展的正軌，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投身
國家的 「雙循環」 建設，加快融入大灣區。

新的征程即將開啟，欲知大道，必先
為史。 「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
局」 ，國人亦當從先輩的歷史和故事中吸
取力量，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砥礪前行。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們
對香港的未來，祖國的明天，充滿信心，
充滿期待。 全國政協委員

不忘使命開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