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維護國家安全機制 香港各界必須全力以赴
風可以變，雲可以變，中央維持香港 「一國

兩制」 、長期繁榮穩定的大政方針不變，對 「一
國兩制」 示範台灣的制度性優勢信心不變。在香
港經歷逾四個月的黑色暴亂、人心惶惶之際，剛
剛在北京閉幕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香港市民
帶來 「定心丸」 ，同時為特區政府完善管治體系
及提升管治能力指明方向。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
對的外部環境變化和不確定性增多，風險與挑戰
更大。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高瞻遠矚，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出應對之方，
就是準確掌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着力抓好發展
與安全兩件大事，加強戰略謀劃，增強戰略定力
，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通過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社會主義制度優
越性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

就香港人關心的問題，《決定》強調要堅持
「一國兩制」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嚴

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
，維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關論述
維持十九大政治報告的基調，唯在香港黑色暴亂
的非常時期，中央重申對港政策不變，這本身就
是一種態度，體現了對 「一國兩制」 的制度自信
，對特區政府在中央支持下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的能力自信，同時指出香港完善 「一國兩制」 、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當前的黑色暴亂，暴力不斷升級，規模之大
、參與者之多、對香港破壞之嚴重，為數十年來
未見。暴亂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錯綜
複雜，對特區政府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構成嚴
峻挑戰，暴露出許多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或重
視不夠，或者重視了卻沒有處理好，積重難返，
為今次暴亂提供了土壤，為外部勢力插手提供了
可乘之機。

香港問題千頭萬緒，但最突出也最迫切的問
題在於，國家安全未能得到有效維護。從污損國
旗國徽，到叫囂 「港獨」 口號；從揮舞美國旗幟
到要求制裁香港；甚至到了區議會選舉前夕，仍
然有大量 「港獨」 立場的極端分子意圖藉機混入
建制，進行顛覆行動。

尤其令人側目的是，漢奸洋奴肆無忌憚，公

開鼓吹 「為美國而戰」 ，公然邀請外國干預香港
內政；洋人頻頻現身暴亂現場充當指揮、聯絡的
角色，西方國家公開撐暴徒並為他們充當 「庇護
所」 ，黑金大量湧入； 「港獨」 分子叫囂 「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 ，企圖染指區議會等建制組織
，企圖竊取管治權，這些無不反映香港在維繫國
家安全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此外，暴亂以年輕人及大學生為主力，不少
中學生甚至小學生也參與其中，這決非偶然。教
育機構長期由反對派把持，不少黃師立場偏頗，
不少教科書灌輸 「仇中」 、 「仇警」 意識，潛移
默化。教育未能為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培養接班人，反而為反中亂港勢力提供新血，令
人痛心，更令人反思。

相比之下，澳門回歸比香港晚兩年，但政通
人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成為落實
「一國兩制」 的典範，與香港的亂象形成鮮明對

比。歸根到底，非常重要的一條，不就是澳門一
早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機
制，而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至今束之高閣，以致
國家安全淪為無掩雞籠嗎？

痛定思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的當

務之急，但只有建立及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機制及執行機制，才是長治久安之道。雖然當前
仍然處於暴亂狀態，社會不穩定，立法會仍遭受
亂港政客的破壞，但這不代表沒有空間、沒有辦
法去推進工作。盡快展開就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
工作、盡快推進特區政府內部的維護國家安全的
制度，都是當務之急。

反中亂港勢力常自詡 「雞蛋對高牆」 ，本意
是美化暴力及英雄化暴徒，但也反映出他們的絕
望。那就是，一輪碰撞之後，高牆仍然是高牆，
雞蛋則粉身碎骨。不管黑色勢力如何猖狂，顏色
革命終歸徒勞，香港 「變天」 無異南柯一夢。 「
一國兩制」 歷經血與火的考驗，將印證其強大的
適應性及生命力。這就是中央 「亂雲飛渡仍從容
」 的戰略定力之所在。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事
實證明， 「一國兩制」 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創新，符合國家利益，
符合香港利益，更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今
後還將在祖國最終和平統一中發揮作用。若干年
後，當我們回首這段不平凡的歷史，將更深刻地
感受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越性歷久彌新。

社 評

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 「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 「一國兩制」 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

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必須嚴格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治理現代化 港可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

表示，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

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上

，香港可繼續貢獻力量。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強調， 「
一國兩制」 的根基是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前

提下，讓兩種制度共存並發揮優勢，而基

本法23條規定的國家安全立法，香港至今

未做到，令香港缺乏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措施，這次全會重申了該問題的重要性。

他續指，如今距離03年嘗試國家安全立法

已過去多年，需重新檢視條文有無待加強

、完善之處。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

近期事件令中央認為， 「港獨」 及分離主

張勢力活躍，美國及台灣外部勢力介入，

內部及外部勢力聯手把香港變成挑戰國家

主權及中央權力的棋子，意圖把香港分裂

出去，但香港無足夠法律及機制維護國家

安全，中央擔憂香港成為國家安全威脅，

下定決心加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加強司法制裁暴亂分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

國認為，近月事件已顯示國家安全立法的

緊迫性，尤其當國家安全在香港受實際威

脅，包括大肆鼓吹 「港獨」 演變成暴力革

命、再升級成恐怖主義，另有外國勢力公

然介入，香港卻在緊急關頭無法可依，令

中央覺得必須盡快解決該問題。馬逢國提

到，公報提到的 「執行機制」 亦值得探討

，例如最近香港法院對擲國旗落海案僅判

社會服務令，形同鼓勵侮辱國家及違法。

若司法制裁不足，國家安全立法相當於無

效，相信該問題中央會通盤考慮。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表示，香港數月暴亂公然挑戰中央政

府權威、衝擊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為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必要

盡快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他指出，當前

香港的 「執行機制」 有漏洞，日後立法須

加重刑責，嚴懲暴亂分子。 「只有增加犯

罪成本，才能有效阻嚇犯罪企圖。」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十

九屆四中全會10月31日發布公報表示，堅

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

濟高質量發展，再次重申兩個 「毫不動搖

」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全會公報指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

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

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

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加快完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

教授袁鋼明向大公報指，四中全會對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梳理，70年來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顯示這一制

度行之有效、具顯著優勢，未來基本制度

不會改變而是不斷完善，也重申繼續堅定

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道路不動搖。

袁鋼明指出，四中全會明確了中國社

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內涵，包括 「公有

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 「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等，未來長期仍

會堅持這些基本制度。

袁鋼明還指，公報在明確基本經濟制

度的同時，補充強調兩個 「毫不動搖」 、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凸顯整

個經濟制度系統中堅持市場化改革與對外

開放被置於至關重要地位。未來繼續堅持

和完善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健全與高質量

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

堅持基本經濟制度 重申兩個毫不動搖

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到，建立健全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中央首次把國家
安全問題放入 「一國兩制」 論述中，反映中央對
香港作為國家安全漏洞的問題高度重視，特別是
近期暴亂顯示香港無足夠法律及機制應對國家安
全威脅。港區委員紛紛指出，近月事件已顯示對
《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的緊迫性。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馬逢國強調，若司法制裁不足，國家安
全立法亦等同無效。

港區政協：盡快落實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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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四中全會公報指出，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

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體現在

13個方面。對此，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10

月31日對大公報說，這13個 「堅持」 是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70年實踐中逐漸積

累形成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

體系優勢。在新中國第二個70年，我們需

要繼續遵循這些優勢，讓它們綻放出新時

代的風采，促進並保障中國的繁榮、強盛

與復興，這也是中國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的目的。

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

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

執政水平。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

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

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

度。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對大公報說，為

此，一方面應該建立起主題教育制度，另

一方面應該在實際工作中，建立起對幹部

的考核評價制度。

全會還提出，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

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鞏固全體人民團

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張希賢說，在今

後的意識形態工作中，需要我們全面總結

過去70年的經驗，牢牢把握和堅持馬克思

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制

度。

發揚制度優勢 新時代不忘初心

聚焦四中全會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劉越琦

▲今年九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香港市民登上獅子山揮舞國旗 資料圖片

中國之治拓新境界
具里程碑意義

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張裔炯

這次四中全會是一次十分重
要的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定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今後我們要繼續
不斷地堅持和
完善這些制度
，保證我們黨
和國家事業方方
面面取得勝利

融合實踐創新

山東省委書記 劉家義

大會把我們黨治國理政實踐
經驗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成
果融為一體。這充分體現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決心、
遠見卓識，對
確保黨和國家
長治久安具有
重大的歷史意
義、現實意義

體現人民意願

湖北武漢百步亭社區黨委副書記 王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國家更加
強大，老百姓的生活像芝麻開花節節高
，我們基層的老百姓發自內心地擁護黨
中央，擁護習近平總書記。
這個決定充分地體現了人
民的意願，是我們老百
姓幸福生活和國家長治
久安的定海神針，我特
別擁護，要組織廣大的
黨員幹部認真學習領會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一汽豐田TNGA的天津工廠 資料圖片

中央首將國安問題納入一國兩制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