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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香港特區良政善治的重大開端
10月6日，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
會發表了2021年施政
報告，其中最大的亮點

就是推動香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
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擬在香港北部
靠近深圳地區建設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
都會區。都會區將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建成後將新增90多萬個住宅單位，
65萬個職位，容納250萬人居住，並且營
造 「城市與鄉郊結合、發展與保育並存」
的獨特都會景觀。輿論普遍認同和支持特
區這一重大施政，認為此舉將為解決香港
深層次問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大
意義。並且，施政報告的發表與實施，標
誌着特區政府良政善治的重大開端。

拋棄舊思維迎合新發展

一是此舉完全拋開舊的管治思維。在

港英時期，港島、九龍與 「新界」 以其所
謂納入其管治時間和中英間 「協定」 之不
同，港英當局對三個區域治理的重心、理
念完全不同，而以港島、九龍、 「新界」
依序為之。尤其是對於 「新界」 ，不僅因
其 「租借」 而來，且與內地接壤，因此在
當地如何 「布置」 以作兩地 「區隔」 、
「防護」 就是其重要管治考量。在此 「殖

民管治」 思維下，港英當局一方面 「無為
而治」 ， 「不開發」 、設郊野公園、荒地
棕地，不讓市民在此地聚集和發展；另一
方面，則看似 「有為」 ，將垃圾堆填區等
「厭惡設施」 「布置」 在與內地接壤的邊

境沿線，進一步讓人避而遠之。這種管治
思維和發展模式回歸後仍未有改變，嚴重
遲滯了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是全面融入國家就要全港均衡
發展。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作為
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
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因此，香港的治理與發展，不能再像回歸
前港英的港島─九龍─ 「新界」 舊的管治
模式那樣了，而恰恰是要反過來，以國家
為中心來規劃和構建出一套以 「新界」 ─
九龍─港島為位序的新的治理和發展模
式。這一新的治理發展模式，不僅是對舊
的發展模式的消解、調適與平衡，也是回
歸祖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特區治理模
式與治理思維的制度重塑，更是解決香港
深層次矛盾的必由之路。從這一思路看
「新界」 的治理與發展，就不能再任由當
地農業的衰落和式微、村落的凋敝與消
失、 「厭惡設施」 的紛至沓來的格局了；
而必然是棕地的收回、荒地的開發、郊野
的合理利用、新市鎮的興起、新產業的發
展、內外人流的集聚……呈現出一片人與
自然生態和諧、欣欣向榮的幸福生活場
景。內地多個城市為了發展新區域，其政
治、文化等重要公共機構也可隨之遷移，
特區政府也要有這樣的膽量和度量。

三是成為國家戰略的堅定支持者、踐
行者和引領者。眾所周知，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大優勢。而 「一國兩制」 的優
勢，不只指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
的優勢，還包括香港所在的國家主體所實
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這一優勢不僅
限於經濟發展優勢，還暗含政治制度優
勢。因此，特區政府的管治優勢當中，也
當然應該包括決策迅速、執行有力的制度
優勢，特區行政主導的體制特點就是這一
管治優勢的制度保證。

加緊完善維護國安法律制度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是重中之重的安排。特區政
府在參與大灣區建設這一工作主題上，也
要決策迅速、執行有力，而不是遷延應
付、設置障礙。正如稍前有人所批評的，
河套區深港兩地科技合作如火如荼之際，

不是將臨近的沙嶺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劃銜
接和配套，以積極支持和配合大灣區戰略
及國家 「十四五」 規劃的工作部署，反而
極力推動 「超級殯葬城」 項目，此舉與國
家賦予香港的國際創科中心新定位就完全
背道而馳了。

美好藍圖已繪就，良政善治將開啟。
但是，美好事物之獲得從來不易。一方
面，香港社會剛剛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
折，一些外部勢力及反中亂港分子仍死心
不息，伺機破壞的小動作不斷，以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為標誌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仍需及時完善起來，並需持續加強
嚴格執法。另一方面，良政善治是一龐大
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各持份者的積極參
與，共同發揚 「獅子山下」 精神， 「拋棄
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
起去追」 。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
究基地研究員

特首林鄭月娥日
前發表本屆政府任期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
告，涉及土地房屋供
應、完善 「一國兩

制」 實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多項重點
領域。在解決香港人 「上車難」 問題上，
施政報告以創新思維力求突破，多管齊下
覓地建屋，新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發展策略》），將把香港北部建
設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重新燃點
港人 「有樓住」 的期盼，並透過深化 「雙
城三圈」 的空間格局，促進港深兩地強強
聯手，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龐大新機
遇，推動香港更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古人說：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國安法頒布
實施和完善選制後，香港重回 「一國兩制」
的正軌，開啟聚焦發展的新局面。這份施
政報告展現了特區政府帶領香港聚焦發展、

重新出發的決心，以及對解決香港長期累
積的房屋、民生等深層次問題的擔當。

施政報告從更宏觀的視角謀劃一系列
發展藍圖，特別是在增加土地與房屋供應
方面採取多項中長遠措施，包括精簡土地
發展程序、重建舊屋邨、釋放新界祖堂地，
以及首次提出的《發展策略》等。

根據《發展策略》，北部都會區面積
約300平方公里，涵蓋範圍包括天水圍、元
朗及粉嶺／上水等已發展新市鎮，以及古
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元朗南、
新田／落馬州、文錦渡等新發展項目。北
部都會區發展完成後總住宅單位數目將達
90.5萬至92.6萬個，可容納約250萬人居
住，區內職位數目則由11.6萬個大幅增至
約65萬個，其中15萬個為創科產業相關職
位。

《發展策略》是首份由香港特區政府
編製，在空間觀念及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
兩地行政界線的策略和綱領。特區政府能

夠突破思維，跨越香港及深圳的行政界線
進行謀劃，可以說概念非常大膽創新、有
遠見，而且發展具體明確、可行性高，勾
勒出一幅看得見、摸得到的宏偉發展藍圖。

北部都會區將是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
合發展和連繫大灣區最重要的地區，通過
七個跨境口岸和未來興建港深西部鐵路等，
使港深兩地能跨越 「兩灣一河」 ，形成 「雙
城三圈」 的空間格局，幫助香港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發展策略》顯示出特區政府積極推
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果斷和魄力。
「雙城三圈」 有利港深政府共同促進兩地
在經濟、創科等方面緊密合作，亦有助香
港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龐大新機遇。
我希望特區政府早日就此展開諮詢，公布
相關的具體細節，將未來的宏偉藍圖盡快
變成現實，開創香港發展新篇章。

中山市政協委員、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常務副主席



維護國家安全仍然任重道遠
國慶期間，一個

詞在香港街頭巷尾和
報章媒體傳開——
「落區聆聽」 。一群
講着普通話的人，在

悶熱的天氣裏，登漁船、看農莊、跑工地、
訪商舖、走社區、進劏房，跑得滿頭大汗，
衣服濕透。

一些終日在海上捕撈為生的漁民，一
些默默無聞、埋頭生計的小商販，一些在
劏房苦捱嘆息的底層市民，一些在工地辛
苦勞作的建築工人……勞作之餘，不經意
間迎來了這些看似陌生又似曾相識的人，
他們問生計，聽民意，噓寒問暖，親切又
和氣；他們素昧平生，卻令人覺得毫無距
離感生疏感，滿滿的真誠善意，富有同情
心、人情味。很快，許多港人知道了——
他們是來自中央駐港機構的官員和幹部，
他們用自己的腳步和言行，用真情真心，
傳遞中央對香港普通市民的關懷，表達對
香港民生的關切。

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中，一切為

了人民是核心理念。 「人民至上」 在這個
百年大黨的歷史上始終是一以貫之的信條。
鄧小平說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 「我將無我，不負人
民」 ——這是領袖的 「人民情懷」 。

中學教師張桂梅扎根貧困地區40餘年，
創辦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拖着病
體忘我工作，幫助1800多名貧困家庭女孩
子圓了大學夢。貴州遵義山區的農民支書
黃大發，目睹村民備受缺水之苦，發誓 「水
不過來，我拿命去換」 ，帶領鄉親們歷經
36年時間，靠着鋤頭、鋼釺、鐵錘和雙手，
硬生生在峭壁懸崖間挖出一條10公里的 「天
渠」 ，結束了當地長期缺水的歷史，拔掉
了 「窮根」 ，現在村民每家的米都吃不完，
還要賣大米。這是普通黨員的 「人民情
懷」 。正正因為這樣的 「執政為民」 理念，
這個飽經滄桑的大國，才在建黨百年、新
中國成立70逾年後，有了今天舉世矚目的
發展成就。

香港雖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民生
問題同樣要緊。香港區區七百五十萬人口，

貧困人數卻達一百萬，堅尼系數高達0.539，
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最為嚴重。房屋問題
更是嚴重，居者無其屋，劏房住戶逾二十
萬。種種數字背後，是哀哀民生。心痛之
餘，令人汗顏，實在不該是香港應有的樣
子。

國家自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戰略，以
舉國之力進行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減貧工作。
到2020年底，一億人口脫貧，八年間平均
每年一千萬人口脫貧，相當於一個半香港。
值得香港鏡鑒反思。香港的自然條件，比
起內地貧困地區，不知要好多少倍；香港
的經濟基礎，也算家底豐厚。解決民困民
憂，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
題。

作為香港的管治者，亦應樹立 「以人
民為中心」 的施政理念，察民情，聽民聲，
解民憂。市民們更期待特區政府官員也多
到他們中間，走走看看聽聽，大家共同努
力，解決香港民生問題。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九
龍社團聯會會長

落區，為誰落？誰來落？怎麼落？

窮途末路上的偽善表演
10月10日，台

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照例發表 「雙十節」
講話。儘管接種新冠
疫苗死亡人數日前已

超過感染新冠死亡人數，但蔡英文仍然毫
不臉紅地吹噓 「團結展現韌性，國際合作
防疫」 。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蔡英文聲
稱 「台灣充實自我防衛的決心」 ，而其後
的閱兵式也為此作了註腳。因此，蔡英文
講話儘管通篇精心包裝，甚至標榜什麼持
續擴散 「善的循環」 ，但其以武拒統的 「台
獨」 本性暴露無遺，因而其 「雙十節」 講
話也就成了窮途末路上的 「偽善」 表演。

蔡英文今年的演講，以 「共識化分歧，
團結守台灣」 為主題。在談及兩岸關係時
稱， 「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 ，我

們會 「全力阻止現狀被片面改變」 。並稱
「台灣會持續充實自我防衛的決心」 云云。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當局精心準備的 「雙
十節」 活動中，蔡從發表講話，到後面觀
看車隊遊行、空中地上閱兵，一直鐵青着
臉，有如弔喪。難怪有網友留言嘲諷： 「蔡
省長知道來日無多，這是最後一次 『國慶』
了」 「蔡英文明年十一去北京吧」 。

蔡英文在講話中還再次偷換概念，把
「台獨」 與所謂 「民主」 混為一談。聲稱

台灣處在民主防線的最前緣，每一步將牽
動世界未來的走向，而世界未來的走向，
也將影響台灣的未來。

蔡英文上一次把 「台獨」 與所謂 「民
主」 混為一談，是在10月5日發表在美國《外
交》雜誌上，題為《台灣力爭民主之路——
國際秩序變遷中的一股良善力量》一文中。

在那篇文章中，蔡英文誣稱中國共產黨給
世界各國造成威脅，繼而煞有介事地稱，
「如果台灣淪陷，地區和平以及民主聯盟
體系將遭受災難性的後果」 。蔡英文上台
後大搞 「綠色恐怖主義」 ，侈談 「民主」
貽笑大方，而扯什麼 「民主聯盟體系將遭
受災難性的後果」 ，這分明太把自己當根
葱了。

分裂國家者從無好下場

蔡英文當局還在今年 「雙十節」 主視
覺設計上玩起了小動作。與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的 「雙十節」 主視覺設計，在 「金陽
雙十」 下方寫有 「民主大聯盟，世界加好
友」 以及英文 「TAIWAN NATIONAL
DAY 2021」 字樣，不見了 「國旗」 及 「國

號」 。其實，蔡英文當局玩類似的政治小
伎倆已非首次。不管蔡英文當局玩明的還
是暗的，其 「台獨」 本性早就暴露無遺。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早在1700年前的
中國歷史文獻《臨海水土志》對此就有所
著述，這是世界上最早記述台灣的文字。
公元3世紀和7世紀，三國孫吳政權和隋朝
政府都曾先後派逾萬人去台，從17世紀開
始，中國人民開發台灣的規模越來越大。
後雖外國殖民者侵佔台灣，但終被收復，
重入中國版圖，重歸於中國的主權管轄之
下。台灣1949年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
因，台灣和祖國大陸處於暫時的分裂狀態，
但這並未改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的事實。

今年國慶期間，解放軍軍機大規模巡
航台島等演訓活動，是對 「台獨」 和外部

干涉勢力威脅台海和平行徑的震懾警告。
蔡英文顯然受到刺激並開始恐懼了，聲稱
受到了威脅，並稱 「竭盡全力捍衛自己」 ，
說到底，就是蔡英文當局無視歷史大勢，
企圖 「以武拒統」 。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大會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具有反對分裂、
維護統一的光榮傳統。 「台獨」 分裂是祖
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
患。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
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
唾棄和歷史的審判！

如果蔡英文當局仍然執迷不悟，以武
拒統、倚美謀 「獨」 ，將來有一天必然會
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而且，這
一天正在臨近！

上海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博士

隨着香港國安法
頒布實施，成功平息
持續逾年的 「黑色暴
亂」 後，中央依然高

度重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事宜。
9月26日，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趙克志在公安部黨委（擴大）會議上強
調，切實履行好公安機關承擔的各項涉
港工作職責任務，繼續全力支持香港警
隊依法履職和嚴正執法，堅決維護國家
安全、主權、發展利益，堅決維護香港
社會大局穩定，努力為確保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和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作出更
大貢獻。並指出，公安機關要勇於擔當、
積極作為，繼續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香港紀律部隊全力維護香港社
會大局穩定、依法打擊 「港獨」 激進勢
力、依法追究黎智英等反中亂港骨幹分
子的犯罪行為，不斷鞏固香港局勢由亂
及治的良好態勢。

香港守護國家安全仍然任重道遠，
是因為美國把支持 「台獨」 與策動 「港
獨」 相結合。自2014年非法 「佔中」 以
來， 「港獨」 「台獨」 勢力合流。在 「黑
色暴亂」 中， 「台獨」 勢力扮演十分惡
劣的角色。國安法頒布實施後，台灣民
進黨當局收容 「港獨」 分子。蔡英文等
「台獨」 分子把台灣綁上了美國全面遏
制中國的戰車，並企圖迫使美國以武力
支持 「台獨」 。

鑒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9月
26日致中國國民黨新當選主席朱立倫的
賀電，期望兩黨登高望遠，堅持共同政
治基礎，堅守民族大義，戮力合作，為
同胞謀福祉，為台海謀和平，為國家謀
統一，為民族謀復興。香港特區必須深
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自覺把反 「台
獨」 當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項重要
使命。

在香港， 「港獨」 勢力已經式微，
但是，它們移師海外。曾協助推動美國
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 「香港
民主委員會」 （HKDC）早前宣布，其
董事局主席由香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
接任，其執行總監由港大學生會會刊《學
苑》前總編梁繼平出任；香港立法會前
議員羅冠聰繼續任其顧問，其顧問團隊

新增張崑陽、許智峯等人。該組織聲稱，
新團隊已開展工作，接連與華盛頓的政
策制訂者會面。周永康在facebook表
示，他們所從事的 「國際線」 ，是全球
反中浪潮、 「重光香港之旅」 中，必不
可少的一條路徑， 「在香港重光、自由
重臨的一天前，我們都沒有言棄的空間」
云云。

美英等西方國家積極吸收香港一部
分支持 「拒中抗共」 的居民移居當地，
其中一項考慮是在香港移民中物色培養
「間諜」 和組織別動隊，伺機派返香港，

為美英等西方國家服務。最近，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不止一次公開表示，當前是
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最佳時機，特
別指出，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新法
律必須包括反外國間諜。毋庸贅言，反
外國間諜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又一項
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至今，特區仍有一些人片面理解香
港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單獨關稅區和亞
太經合組織成員的特殊性，視香港高於
內地任何一個省市自治區。這種自大
的觀念，阻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能再阻礙香港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

至今，在特區仍有一些人迷戀香港
在上世紀 「冷戰」 年代左右逢源於國家
與美英等西方國家之間，企圖迴避或逃
避香港同國家一起反制美國制裁的責任。
這種過時的觀念，不僅阻礙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甚至會窒息香港生存。

為什麼香港回歸近25年仍有公開場
合竟然寫錯國家名稱？為什麼基本法明
確規定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使
用中文為主而至今仍主要使用英文？等
等一系列現象所反映的不正是香港仍
需樹立國家觀念？樹立國家觀念，是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
礎。

樹立國家觀念，必須表現為大多數
香港居民認同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執政黨，普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
特區政府須自覺服從中央對特區的領導
和指導，三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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