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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牢安的屏障 增強興的動能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日前發表2023年新
春致辭。他希望香港倍加珍惜當前 「治」
的局面，熱切期望香港增強 「興」 的動能，
進一步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他向全社會
提出三點希望：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
機遇，在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
程中增添不竭動力；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
作，在鞏固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過程中提升
核心競爭力；矢志不移幹事創業，在團結
奮鬥中凝聚強大合力。

在經歷了2019年黑暴、三年疫情後，
香港重新站起來，以堅毅的步伐走向由治
及興的新階段。此時此刻，鞏固獨特地位
和優勢，提升核心競爭力，為中華民族走
向偉大復興，為國家在發展中擁有更友好
的外部環境，成為香港的歷史性責任。

國家安全是最高利益
中央一直希望香港能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這既是香港利益更是國家利益所在。

中央實行 「一國兩制」 ，一個重要的戰略
考量，就是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並以香港之長服
務國家所需。因此中央把 「保持香港的獨
特地位和優勢」 上升到「一國兩制」實踐規
律的高度來加以強調，並提醒這是一項長
期戰略，不是權宜之計。正如習近平主席
指出，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都從戰略
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從來都以國家和香
港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
點。對於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香港
居民很珍視，中央同樣很珍視。

鞏固獨特優勢，是香港全社會的共識。
如何來保持這一優勢，同樣需要社會的高
度共識。需要充分用好 「一國兩制」 這一
制度優勢，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
一得天獨厚的條件，是保持獨特優勢的先
決條件。習近平主席去年在香港向全世界
莊嚴地指出，對於 「一國兩制」 這樣的好
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這不僅是給香港 「定心丸」 ，更是提醒香
港在 「一國兩制」 實踐中，必須不動搖、
不走樣、不變形。

鞏固獨特優勢，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 的精髓。 「一國」
是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忽略 「一國」 ，
無異於自廢 「兩制」 「武功」 。 「一國」
原則愈堅固， 「兩制」 優勢才能愈彰顯。
只有 「一國兩制」 方針得到全面準確貫徹，
香港才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才有足夠
的能量保持和發揮獨特優勢，在前進的路
上走得更穩更遠。

鞏固獨特優勢，香港必須築牢國家安
全的法律屏障，處理好保持普通法制度與
維護國家安全的辯證關係，用法律的手段
保障香港獨特優勢的發揮。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既是香港必須守住的最高利益，又是
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的重要保障。香
港國安法制定實施的實踐證明，香港國安
法實施得越好，香港社會就越穩定、越安
全，香港發揮獨特優勢的空間就越廣闊。

鞏固獨特優勢，香港需要融入國家發
展潮流中，從國家發展中獲得更大機遇，
收穫更大優勢。香港的發展從來就與祖國
息息相關。如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
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角已經吹響，搭
乘國家加速行進的大船，香港必將事半功

倍。況且，中央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已經鋪好路，打開空間，政策不斷出台。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勢頭正猛，《全面深
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
全面合作總體方案》都是為香港量身打造
的機會，可為香港獨特優勢增添新動能。
機遇處處，機不可失。今天兩地走向通關
正常化，人流物流重新暢通； 「愛國者治
港」 下的香港，北部都會區蓄勢待發。香
港發展新階段正與國家新征程相交匯，鞏
固並提升香港獨特優勢，增強香港發展新
動能，此其時也。

用好聯通世界的優勢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香港歷來就是

國家通往世界和世界各國進軍中國的橋樑。
在堅守 「一國」 原則的基礎上，充分發揮
「兩制」 優勢，是 「一國兩制」 的初衷，
也是香港多年的成功之道。作為中國最國
際化的城市，香港不應該、也絕不會如一
些人所擔心的那樣出現 「內卷」 。香港是
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擁有自由開放規
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東西文

化薈萃，國際聯繫便捷暢通，這些獨特優
勢並沒有因為過去的風風雨雨而喪失。相
反，國家 「十四五」 規劃確立香港八個重
點領域的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國際航空樞紐；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無一例外
都與香港的高度國際化優勢息息相連。而
且這 「八大中心」 地位的確立，將進一步
強化香港的獨特優勢。接下來的關鍵是香
港如何用好國家的支持，在 「八大中心」
上着力。這需要政府積極有為，更需要全
社會共同出力。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已經重回世
界舞台。這意味着香港已經作好準備。在
由治及興的路上，在參與國家發展新征程
上，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那個耀眼的東方
之珠，成為全球投資者的樂土，繼續成為
中國深化對外開放，聯通東西的大門，值
得期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深刻領會中央主導特區主責

近三年來，百年不遇的
新冠大流行更加凸顯，人類
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

體。在全球化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流行病恐
不會是最後一次，隱藏於暗處的病毒和細菌仍
可能伺機發難，帶來新一輪公共衞生危機。國
際社會只有守望相助、攜手應對，方能共建人類
衞生健康共同體，築牢抵禦大流行病的新防線。

價值共融，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凝聚戰勝疫
情的重要共識。病毒不辨你我，不論國籍、膚
色、年齡和性別。只有弘揚以和平、發展、公
平、正義、民主、自由為核心的全人類共同價
值，凝聚起合作抗疫的高度認同和堅定信心，
才能破除 「以自我為中心」 的狹隘價值觀。某
些西方政府和媒體固守意識形態偏見，將中國
抗疫行動 「政治化」 ，藉中國優化調整疫情防
控政策大肆抹黑，以偏概全，以訛傳訛。這些
謬論顛覆的是人類共同價值，違背的是人類共
有良知，破壞的是全球團結抗疫的珍貴共識。

中國政府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在新冠疫情發生後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負責任態度，在疫情最嚴峻的時期，盡最
大努力保護每一位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從全球範圍看，中國的重症率、死亡率
都是最低的。三年來，中國防疫為世界贏得了
三個寶貴的 「窗口期」 ：病毒變異株毒性持續
下降的窗口期，藥物研發、醫療救治能力進一
步增強的窗口期，全民廣泛接種疫苗的窗口期，
值得國際社會給予客觀公正、積極正面的評價。

中國為防疫贏得「窗口期」
責任共擔，以大國擔當引領戰勝疫情的團

結行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猶如大海航船，
各國作為船員都肩負着划槳行船的責任。大國
更應率先垂範，積極行動，自覺擔當更大責任。
然而，個別大國在世界最需要和平環境同心戰
疫、最需要穩定市場恢復經濟之時，卻不斷在
全球各地升級緊張、挑動對抗、 「脫鈎斷鏈」 、
製造分裂，目的是謀取最大私利。

相比之下，中國為堅決控制疫情擴散採取
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作出
了重大犧牲，彰顯大國責任擔當。疫情發生以
來，中方秉承公開、透明態度，同世衞組織開
展技術交流60餘次，同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
區、10多個國際組織共同舉辦疫情防控交流活
動300餘場，毫無保留分享抗疫經驗。正如世
衞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艾爾沃德所說， 「每一
個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
願為抗擊疫情作出貢獻」 。

摒棄前嫌增強共同體意識
利益共享，以國際合作匯聚戰勝疫情的強

大力量。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
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必然選擇。面對中國優化
疫情防控政策後短暫出現感染人數增加的正常
現象，一些西方媒體大肆炒作 「中國病毒變異
論」 ，少數國家甚至以鄰為壑，採取只針對中
國遊客的入境限制措施，嚴重缺乏科學依據，
嚴重違背抗疫國際合作精神。

隨着疫情防控邁入新階段，中國動態優化
調整防控措施，不斷提高科學精準防控水平，
一系列政策的疊加利好效應正逐步顯現，將為
中外人員安全健康有序往來創造更好條件，更
好保障對外交流合作。中國經濟潛力和活力也
將進一步釋放，為保障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穩定
暢通、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更多正能量。

近日，香港與內地正式實現疫情三年來的
首階段 「通關」 ，為兩地全面通關邁出重要一
步，這有利於香港更好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 的獨特優勢。 「關關難過關關過」 ，每
過一關，香港與內地的融合便更深一層，人心
也更近一步。

「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 新冠病毒
還在變化，抗疫鬥爭仍將繼續。各國必須摒棄
前嫌，增強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意識，築
起守護人類身體和精神健康的銅牆鐵壁。只要
我們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團結合作，
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危機！

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光
照亮抗疫前路

完整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對外意義

香港媒體注意到，我國在中共二十大
後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是越共中央
委員會總書記阮富仲；2023年新年伊始，
接待的第一位外國元首是菲律賓總統小馬
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越南和
菲律賓皆是東盟成員，俱為我國鄰國。香
港媒體從我國加強與鄰國尤其東盟關係角
度分析兩個訪問的意義。

的確，我國高度重視與鄰國關係。中
共十八大後不久，2013年10月24日至25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
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走和平
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
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維護周邊
和平穩定是周邊外交的重要目標。」

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

關係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
略意義。做好周邊外交工作，是實現 「兩
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的需要。我國周邊外交的基
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
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
惠、容的理念。

堅持與鄰為善的外交方針
東盟不少成員國都緊鄰我國。其中，

若干國與我國在領海問題上存在着分歧。
尤其，近些年，美國挑撥我國與鄰國關
係，在我國近海製造軍事壓力。我國無
論是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CP），還是拆解美國所炮製的 「印
太經濟框架」 （IPEF），都必須盡可能
爭取鄰國特別是東盟的一些成員國合
作。越共總書記和菲律賓總統先後應邀
訪華，的確體現中國外交的這兩層涵
義。

香港媒體所忽略的是另外一層涵義。
這一層涵義，體現在中共二十大後邀請的
第一位外國領導人訪華，是另一個社會主
義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人。從十九
大到二十大，習近平總書記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不僅是向人類展示區別於西方的現
代化模式，而且是推動全球科學社會主義
事業在二十一世紀與時俱進。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與阮富仲總書記在
去年11月1日簽署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深
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所指出── 「雙方強調，要堅定不移堅持
共產黨領導，堅持走符合本國國情特點的
社會主義道路，要加強團結合作、交流互
鑒，共同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
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
識，堅持並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推
動各自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
展，共同為人類和平與進步事業而努
力。」

在香港，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這一層
對外意義，缺乏認識，缺乏闡述，缺乏
推廣。

首先，應當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和香
港社會各界、各政治團體對於中共二十大
的重視，遠遠超過對於中共十九大的重視。
宣傳二十大精神的各類會議包括論壇，遍
及全香港。

但是，正因為二十大精神幾乎傳遍全
香港，一個深層次問題便得以體現，這就
是，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 如何切實貫徹
二十大精神？

在香港，絕大部分人已承認 「一國」
是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從而，認真參
與二十大精神的宣講話動。但是，在處理
香港內部事務時，甚至在把握香港與中央
的關係上，有些人仍自覺或不自覺地遵行
「九七」 前港英留下來的政治觀念。

港英留給香港的經濟理念即 「積極不
干預主義」 已被淘汰。走美西方民主路不

適合香港。但是，美西方政治理念包括其
政治模式所貫徹的觀念，依然存留在香港
一些人的頭腦中。

美西方操控反中亂港政治團體和媒體、
公然追求 「港獨」 的局面結束了。但是，
美英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破壞特區與中央
關係的機制和手段依舊在發生作用。香港
有些人內心抗拒中國共產黨、牴觸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即使口頭和書面尊重中共的
國家執政黨地位，但是，在處理香港內部
具體人與事上，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上，傾向美西方的觀念甚至立場就無
可遮掩地暴露於光天化日。

因此，完整理解中國式現化的對外涵
義，是同在香港切實貫徹二十大精神密切
關聯的。拋棄 「積極不干預主義」 ，是香
港加快實現經濟轉型的必要條件。切實遵
從中共的國家執政黨地位，則是香港經濟
政治社會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

資深評論員、博士

節日臨近，香港一派祥和。特別
是隨着兩地實現免檢疫通關，加上高
鐵恢復運營，民眾其樂融融，節慶氣
氛甚濃，對明天更好有了更大信心和
期待。

香港走向由治及興，民眾重拾安
居樂業的寧靜生活，是全面準確實施
香港國安法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帶來的新氣象。

2019年的 「黑暴」 是一段不能忘
卻的歷史。那時民眾失去了正常生活
的權利和自由。街上濃煙四起，汽油
彈飛濺。港鐵等公共設施遭焚，銀行
及商舖被砸，機場被佔據；普通人的
人權保障被剝奪。走在大街上的無辜
百姓生命安全遭受威脅，甚至不幸傷
亡。跟暴徒立場觀點不同的人被網絡
起底，被圍攻辱罵；香港的民主被踐
踏。立法會大樓被損毀，立法會議政
功能被癱瘓； 「港獨」 的幽靈在社會
上遊蕩。反中亂港分子輪番 「朝拜」
西方反華政客，與他們杯酒 「慶賀」 ，
「欣賞」 西方亂港政客眼中 「美麗的
風景線」 。

實施好國安法的關鍵
但是，21世紀的中國不會再回到

1840年代。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
安法頒布實施，自此成為香港由亂到
治的一個分水嶺，國安法也成為香港
的 「守護神」 。 「一法安香江」 ，香
港撥亂反正、由治及興的大幕自此開
啟。

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兩年半，法
治效能彰顯，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
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
市民的各項合法權利在更加安全的環

境中得到更好保障。從 「港獨」 猖獗
到人心思定，從 「黑暴」 肆虐到重回
正軌，從 「攬炒」 橫行到秩序井然，
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得以保持，東方
之珠的風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
力更勝往昔。

見過暗夜最知光明的可貴，經歷
過動盪最清楚穩定的重要。香港國安
法給了香港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給
了港人重新出發的新希望。國安法作
為香港繁榮定的 「守護神」 ，我們當
然要實施好這部法律，依法保護香港
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保障香港發展
的美好明天。

實施好香港國安法，首先需要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堅持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
權相統一。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香港國安
法執行機制的最大特點是 「雙執行
機制」 。國家安全是中央的事權，
但考慮到 「一國兩制」 的特殊性和
香港實際情況，中央通過香港國安
法授權香港特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
的主要責任，中央負責處理特區層
面難以解決的問題，承擔最後兜底
責任。也就是中央主導，香港主責，
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完整的制度和
機制。

執行香港國安法，必須對國安法
有一個準確的認識。行政長官李家超
早前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沒
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
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作出解釋。
之後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
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的含義和適用作
出解釋，清晰規範了特區層面在國安
法實施中，遇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
式和路徑，闡明了將處理有關維護

國家安全具體問題的權力和責任賦
予香港特區的立法原意。

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很好地詮釋
了中央主導、香港主責的關係，體現
中央充分信任和充分尊重特區。特別
要注意的是，維護國家安全是任何國
家和地方的 「最高原則」 ，普通法系
下的國家與地區也不例外。要避免以
所謂的 「程序正義」 罔顧 「國安大
義」 。因此，對於國安法的立法初衷、
背景，香港都需要了解清楚。

國安教育要從小抓起
實施好國安法，是維護香港法治

的重要一環，針對的是原先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 「不設防」 問題，打擊
的是極少數，保護的是廣大香港居民。
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維護國安問題
解決得越好，香港就越安全，社會秩
序越好，也就越能夠吸引國際社會，
提升香港國際地位，保持香港的獨特
性，並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更積極
主動的作用。

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
責，不僅是行政長官和特區國安委的
責任，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法定機構、
諮詢組織等整個管治架構的責任。不
僅專門機構要發揮主動性，也要依靠
廣大市民共同參與。人大常委會對香
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
釋，就是一場生動的國安法教育課程，
全社會不要錯過這個機會，特別是教
育機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在青少年
中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從小培養他們
的國安意識和愛國情懷， 「一國兩制」
事業才能薪火相傳， 「一國兩制」 香
港實踐才能行穩致遠，香港的明天才
會更加美好。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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