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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百
年華誕，也是香港回歸踏入24
周年的日子。香港回歸是中國共
產黨百年事業的重要篇章，中國
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
立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
領導者和維護者。推動廣大市民
尤其是青年人更全面、更深入了
解中共百年歷史以及與香港特區
的關係，有助香港社會各界認識
國家執政黨，培養對國家的歸屬
感和自豪感，愛國建港，不負韶
華。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
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了第一
個百年奮鬥目標。今天的中國，
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
入了強國新時代。生活在今天中
國的人民群眾，充滿獲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回歸後的歷史已經說明，中央
永遠是「一國兩制」的最堅強後
盾，從對香港經濟民生的支持和
扶助，在香港有困難時無私援
手，到近年出台香港國安法、完
善選舉制度，推動香港由亂及
治，中共都是「一國兩制」的守
護者。

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深切懂

得「一國兩制」
的價值，沒有誰
比中國共產黨更
執着堅守「一國
兩制」的初心。
沒有中國共產黨
就不會有「一國兩制」的出現。
然而香港社會卻沒有認真宣傳、
介紹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的關係。在回歸後一段長時間，
不少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依然缺
乏認識了解，甚至存在各種偏見
和刻板印象，導致市民沒有渠道
認識中國的執政黨。

香港回歸已經24年，社會有
需要全面、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
這個百年大黨，在社會上堂堂正
正講中共，講好中國故事，講好
「一國兩制」，特別是對青年更
要做好有關的宣講工作。「青年
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
強」。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征程中，青年的作用至關重
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景已經
觸手可及，香港青年正面對國家
發展的巨大機遇，更應該抓緊時
機，認識中共、認識國家，認同
和尊重中共的領導地位，從而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貢獻
國家之中，成就香港和自己。

理解中共信仰初心 合力推進中華復興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百

年黨慶發表講話，宣示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實現，提

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九個必須」，發出落實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員令，說出中

華兒女心聲、激發眾志成城真摯感情。「一國兩制」事業

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偉業重要組成部分，香港要了解、理

解、尊重中國共產黨，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守百年信

仰、發展「一國兩制」，發展百年主題、融入復興洪流，

不忘百年初心、切實搞好民生，融入國家大局、合力推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習總書記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無需再仰視西方，當前堅決
捍衛國家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成為香港首
務。習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
思主義行。」100年來，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
中國，中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
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紀馬克

思主義。香港回歸祖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偉
業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
的締造者、捍衛者、發展者，習總書記關於
「一國兩制」的講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
重要內容。

發展百年主題融入復興洪流
當前香港了解、認識、理解21世紀馬克思主

義，對新時代發展「一國兩制」事業，方向更
明、信心更強、力量倍增。

習總書記講話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

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
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引領中華民族告別了
屈辱歷史，使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
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迎來了從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令中國大步趕上新
時代，並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
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樣是「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和香港繁榮穩定的最大保障。香港
尤其青年一代，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億

萬中華兒女一起建設現代化強大中國。

不忘百年初心切實搞好民生
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中國如期達成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歷史性地解
決了幾千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這講話給香港的重要啟
示，就是始終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尤
其是在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我們更應一
切以民為本、切實解決深層次民生問題、夯實
「一國兩制」事業基礎。

繼「七一」晚銅鑼灣鬧市刺警案，日
前警方又瓦解企圖策劃恐怖襲擊的組織
「光城者」， 顯示具有恐怖主義性質
的暴力威脅揮之不去、近在眼前。但
是，仍有人美化暴力，反映在香港國安
法落實一年，香港迎來由亂及治，反中
亂港勢力仍不甘心失敗，透過或明或暗
的途徑，死心不息顛倒是非，煽動暴力
對抗、延續仇恨，阻止香港恢復法治安
寧。社會各界、廣大市民必須義正詞嚴
譴責暴力惡行以及美化暴力的荒謬言
論，不容縱暴煽暴的歪理誤導市民、禍
害香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中央果斷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本港警
方堅決依法止暴制亂，「港獨」囂張氣焰
被壓制下去，暴力惡行明顯收斂，但反中
亂港勢力並未善罷甘休，仍不放棄修例風
波以暴力攬炒香港的妄想，外部勢力不斷
對香港落實國安法恢復法治穩定指手畫

腳，本港反中亂港組織仍企圖策劃反中
央、反特區政府的示威遊行，有人利用網
絡大肆鼓吹在「七一」當日進行違法抗
爭。此次「孤狼」刺警案，正是反中亂港
勢力互相勾結、大力煽動的惡果。

暴力襲擊固然是嚴重罪行，一定要嚴
懲不貸，而美化兇徒，英雄化暴力行
為，包括有人到現場獻花「悼念」兇
徒，更令人髮指。有人更稱悼念是「出
於同情或表達對政府不滿」，這更是顛
倒黑白，刻意淡化兇徒罪行，挑撥市民
對香港國安法、對政府的不滿，撕裂社
會。事實上，美化襲警兇徒的言行，與
「佔中」鼓吹的「違法達義」一樣，都
是顛倒是非，鼓勵違法暴行，挑戰法
治、文明的底線。

世界上任何法治文明的國家，包括所
謂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襲警行為毫無
疑問會遭到嚴厲的譴責和法律制裁，為

襲警罪行叫好的言行更不
會被社會道德、法律規範
所容忍。在美國，可以到
「911」現場獻花「悼念」施襲的兇
徒 ?今年英國西南部的布里斯托爾發生
暴力衝突，首相約翰遜在社交網站發文
表示，警察遭到可恥攻擊，形容襲警的
人是「暴民」。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亦指
出，到銅鑼灣警員遇襲地點獻花的人，
意識非常壞，等同叫人繼續做恐怖活
動。他強調任何人宣揚或煽動恐怖活
動，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

清除修例風波催生的極端暴力流毒任
重道遠，防範、打擊極端恐怖罪行絕不
能掉以輕心，社會各界更必須遏止美化
極端暴力、煽動仇恨的言行，做到露頭
就打、絕不手軟；同時要着力重建守法
意識，加強國情公民教育，讓香港從思
想上撥亂反正。

不容美化暴力顛倒是非禍港害民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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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基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青年委員會主任

新冠病毒肆
虐全球近一年
半了，各國都

費煞思量，尋求對策鼓勵全民合
力對抗疫情。中央政府以民為
本，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醫護
人員盡忠職守，老百姓積極配合
政府政策，將病毒傷害的程度減
至最低，到目前為止，已接種預
防疫苗超越13億劑，集體防疫
屏障築建可期。現時內地眾多學
校已大致全面復課。此外，5月
初，美國疾控中心亦宣布有近
80%的學前班到中學的教職員已
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而中學
生已納入疫苗接種計劃，目的就
是令學校環境更安全，盡快恢復
常規課時。

在不少國家進行大規模接種疫
苗之後，疫情已經從高峰明顯回
落，證明疫苗的效用。歐盟及北
美亦已開始籌劃「疫苗護照」，
接種比率是復元之路的關鍵。

至於香港，截至 5 月初，全
港學校教職員整體接種率卻不足
20%，另有兩成老師會考慮或有
意願接種疫苗。最龐大的教師工
會出聲明，竟指責教育局把疫苗
接種率與恢復全日實體課掛
鈎，同時多個建制派議員要求教
育局收集學校打疫苗數據，甚至
每周「報數」，矛頭指向教育局
「監管學校不善」。

香港的政治領袖勇於批評，卻
常常止於批評。即使教育是良心
事業，如單靠某立法會議員早前
所提及的「公德心」去提高接種
率，顯然無濟於事。從政策層面

分析，需要更多老
師接種疫苗，筆者
提議從以下三方面
入手。

一、提供獎勵誘
因。政府早前推出的「針假」是
一個有效的做法，要繼續「加
碼」，教育局不應排除類似「抽
樓」形式的物質獎勵，考慮由私
營文教用品，甚或書商贊助，送
出書券類物品等「抽獎計劃」，
只限已打針的老師及教職員參
加。而接種率較高的學校，則容
許有更大彈性進行更多活動。

二、便利學校。教育局可定一
個時限，只要學校申請，便安排
外展隊到學校進行兩天打針，也
可安排同區鄰近學校老師在外展
隊所在的學校打針。如因學校設
備不足 (放置雪櫃等問題)，就由教
育局主動安排集體預約和以穿梭
巴士接送老師到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據筆者所知，有關安排現已
陸續地推行，但宣傳力度必須加
大。

三、增加恒常強制檢測次數。
為令學生有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當局要盡快落實對未有接種疫苗
的教職員作定期強制檢測，定為
一星期一次 (有特殊狀況的老師
除外)，已打疫苗的教職員可獲
豁免，此做法可間接增加未接種
疫苗的成本。

當學童接種計劃已經開始，老
師應以身作則首先接種，務求做
到以學生為本，令學校群體免疫
力提高，提供更安全的教學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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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港獨」組織「光城
者」爆炸品案內情進一
步曝光，警方拘捕一位

大學管理層人員，涉嫌提供資金予中學
生策劃本港恐怖襲擊，其任職中學職員
的伴侶同時被捕。警方指出被捕人士涉
嫌製造土製炸藥TATP，計劃於海底隧
道、鐵路、法庭等地及垃圾桶發動炸彈
襲擊，意圖造成人命傷亡。

原本以為應屬於電影虛假的橋段竟然發
生在香港校園內。案中大學人員為了達到
自己政治主張，招募一些入世未深的中學
生策動多宗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如非警
方國安處人員早早行動偵破此案，後果
真不敢想像。反中亂港黑暴分子喪心病
狂至此，將發生在戰亂地區招收兒童做
士兵這種無恥手段應用在香港社會。

由此宗案件可見，雖然香港國安法實
施之後，前年發生的黑暴事件表面上大
量減少，但仍有極少數黑暴狂熱分子心
有不甘，仍然希望通過製造破壞社會安

寧事件，令過去黑暴現象死灰復燃。正
如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指出，曾經令
到香港飽受創傷的黑色暴力，只是從一
些群眾式的地面活動，變為了一些隱蔽
形式的個人化行為，將會成為香港這個
城市的隱患。

上述爆炸品案背後有人利用中學生製
造炸彈發動襲擊，其性質與「七一」銅
鑼灣刺警案如出一轍，都是利用大量網
上虛假新聞、虛假資訊，用不同的方式
美化、英雄化暴力行為，以宣揚政治目
的及主張，煽惑了不少香港青年走上街
頭進行違法行為，導致我們的學生墮入
黑暴、恐襲的漩渦。

7月1日晚，有人在街頭刺殺執勤的
警務人員，網上竟然有人將刺殺警察的
兇手稱為「烈士」，並號召網民到現場
獻花「悼念」。兇手梁健輝為傳揚自己
政治主張而蓄意殺警的行為，明顯是一
種恐怖主義行為。這種恐怖行徑，社會
任何有識之士應該齊聲加以譴責。港大

法律學者陳文敏卻恰恰相
反，顛倒是非黑白，將現
場「悼念」兇手涉嫌干犯
香港國安法罪行的行為，說成只是同情
兇手而己。這明顯有鼓勵他人支持行兇
者，以鼓吹或煽動更多恐怖活動的意
圖，身為法律專家的陳文敏，仍然為獻
花「悼念」兇手的行為護航，是想用糖
衣毒藥繼續荼毒青年。

以葉建源為首的教協一直政治大過
天，主張將各種政治活動引入校園，令
「港獨」意識堂而皇之進入校園荼毒青
少年，故此今天有大學人員利用學生發
動恐怖襲擊，教協也難辭其咎。

俗語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港獨」魔爪伸入校園，利用中學生策
動恐襲事件，令人髮指。當局除了要深
入調查，揪出事件背後更多的黑手、金
主加以懲處之外，也要盡快在學校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以免學校成為滋生恐怖
襲擊的溫床。

嚴懲利用學生進行恐襲的推手
丁江浩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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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發展土地長期供應不足，嚴重
制約了社會經濟發展。特區政府向來重
視全港發展策略，分別於2001年以及
2015年啟動了《香港2030》和《香港
2030+》的規劃願景與策略研究。後者
清楚指出，未來兩個策略增長區為發展
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其間，團結香港
基金於2018年8月，提出了《強化東大
嶼都會》計劃，建議在大嶼山東部水域
填海造地22平方公里。其後，特首林鄭
月娥又在2018年10月施政報告中提出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建議在交椅洲
和喜靈洲附近水域填海興建人工島，填
海面積達10-17平方公里，計劃又包括
了多個位於欣澳、小蠔灣和龍鼓灘的近
岸填海工程；以及興建連接屯門、大嶼
山和港島的策略性道路及鐵路網絡和升
級現有道路等工程。

這些新建和改善的道路鐵路網絡，
打通香港東西南北的經脈，東連中環
商業核心區、西九文化區，西連香港
國際機場以至港珠澳大橋，北連北大
嶼、屯門，以至洪水橋和跨境至前
海，南連將來香港南部水域的新發
展區。交通網絡完成後，將增強全港
各區的通達性，大量釋放土地的發展
潛質，極具戰略意義。東大嶼都會區
位優勢不容置疑。

幾經波折，作為「明日大嶼願景」核
心項目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顧問
合同終於在2021年6月15日批出。合
約主要包括為擬建在鄰近交椅洲約10平
方公里的人工島進行詳細的規劃及工程
研究，及連接人工島的優先道路和優化
鐵路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預計報告於
2024年底或以前完成。

然而，政府對該研究有一定的前設發
展參數。項目計劃興建15萬至26萬個
單位，容納40萬至70萬人口，當中七
成為公屋，三成為私樓；此外還設置
400萬平方米的CBD（中央商務區或商業
核心區）。建築規劃專業界曾質疑構思
中的CBD與為數達49萬的公屋居民是否
在規劃上相容協調。

事實上，一些關鍵的規劃參數如居住
人口規模、就業人口規模、人均居住面
積、人均綠化面積、擬出售居屋的單
價、擬出租初創空間的單價等，都應該
由香港政府在項目前期策劃階段，向顧
問清楚說明可接受標準的幅度和底線。
這些規劃參數，將直接影響到發展項目
的規模、公私營房屋的總面積、交通運
輸系統的負荷量、環境影響以及項目財
務可行性等。 (未完，明日續)

發展「明日大嶼」需注意的變數 (上)
張量童 博匯智庫召集人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