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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拉布食苦果

國家開啟新征程 港角色大有可為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昨日閉幕，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制定 「十四五」
規劃及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根據公報，會議提出堅持創新在國家
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 ，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 「戰
略支撐」 ；同時強調要保持港澳長期繁
榮穩定。五中全會的勝利舉行，標誌
着國家現代化發展邁出更大、更堅實
的步伐，也意味着香港角色和作用將
得到進一步加強，未來發展大有可為。
過去五年來，國家各項事業發展
取得巨大成功，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
台階，預計今年GDP將突破一百萬億
元，這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在如此
高的層次上，中國下一步如何發展、
遠景目標如何，備受全國乃至全世界
的高度關注。五中全會在深刻認識並
準確把握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新特點後
，為未來定下了目標，開啟了現代化
發展的新征程。
當中 「創新」 毫無疑問是此次會
議的一個核心關鍵詞。例如，二○三

五年遠景目標明確指出： 「關鍵核心
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
前列」 ； 「十四五」 時期發展目標也
明確指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
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加
快建設科技強國。再加上 「十四五」
將落實的十一項舉措，例如加快發展
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
級等，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格局正在形
成。
五中全會吹響了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的號角，可以預見，未
來五年乃至是未來十五年，科技創新
必將是發展中的重中之重，這也為香
港的發展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發揮自身
獨特作用的廣闊舞台。
實際上，香港長期以來都是區域
的 「創新重鎮」 ，除了有多所高水平
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外，金融、商務、
法律、知識產權等服務業發達，以及
深厚的科研基礎、完善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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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國際化、發達的資本市場和服務
業，有條件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合作與
人才引進聚集的樞紐角色。隨着大灣
區建設的推進，香港完全有條件發展
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香港創科的優勢及發展方向，正正與
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高度契合，只要能
找準目標，聚焦重點，心無旁騖排除
內耗，未來必定可以在國家現代化建
設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
要角色。
五中全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
深遠的歷史意義，國家未來發展正朝
一個更高更強的目標邁進。一個更富
強的國家，是香港抵禦一切困難挑戰
的底氣所在；一個更注重創新發展的
國家，是香港發揮所長的舞台所在。
特區政府以及全香港社會都要深刻認
識到新時代賦予的新使命，抓住歷史
重大機遇，端正心態、匯集眾智，主
動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開拓全新的
發展格局。 「目光向內」 ，香港將擁
有無限可能！

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好多打工仔
蒙受停薪留職甚至是失業之痛。與此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貪戀薪高糧準而
厚顏留任立法會的攬炒派政客卻是有
工不開，立法會昨日又因這些政棍曠
工而流會，這已是立法會復會一個月
內的第二次。
立法會昨早繼續審議《漁業保護
條例草案》，民主黨涂謹申立即提出
點人數，當時在場的攬炒派只有一人
，加上建制派，合共三十四人，距離
法定人數還欠一人，會議被迫暫停。
顯而易見，這是攬炒派合謀的 「大龍
鳳」 ，以大部分人拉隊離場、留個
別人在議會點人頭的方式，製造人
數不足及流會，拖延立法會的工作
進度。
但攬炒派今次肯定後悔了，因為
拉布的 「甜頭」 很快變成 「苦果」 。
立法會休會三十五分鐘後復會，儘管
攬炒派又點人數，但建制派堅守崗位
，履行職責，《廣播及電訊法例修訂
條例草案》二讀通過。該條例建議

政府規管網上電台、電視台及虛假
訊息，同時為傳統廣播業 「拆牆鬆綁
」 ，有利引入外地資本，增加業界競
爭力。
因應互聯網發展，加強規管網上
傳媒的民間呼聲高漲，但由於亂港政
客的百般阻撓，修例難度不小，不料
攬炒派昨日玩拉布而主動放棄 「陣地
」 ，送給建制派一個機會，攬炒派可
謂偷雞不成蝕把米。
攬炒派如今已黔驢技窮，在立法
會的唯一把戲就是拉布，未來的日子
也不會變。對建制派而言，與其被動
捱打，不如主動出擊。一是堅守陣地
，在攬炒派離席期間通過議案；二是
基本法及立法會條例賦予立法會主席
的 「尚方剪刀」 ，要更大膽的使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近日批評攬炒派為
一己私利罔顧公眾利益，強調自己有
權剪布，這就對了。
建制派人數佔優，立法會主席有
「剪刀」 ，這兩招足以廢
掉攬炒派的一切武功。
龍眠山

各界熱議五中全會公報 再出發信心倍增

港應大力推動創科 貢獻國家所需
創科成建設藍圖核心
港科技界感振奮鼓舞
【大公報訊】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12項要點，
其中排在首位的是 「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 。有本港科技界人士認為，以科技創新為中國未來經
濟規劃藍圖，正正就是要突破歐美的圍堵以加速經濟發
展，香港可在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配合國
家推動創科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
官洪為民表示，以科技創新作為戰略重心有助突破美國
或其他反華國家的圍堵，透過自主研發可避免中國發展
利益受到侵害。他認為，香港可以成為吸引海外專才的
國際人才中心，因為大批在美的華裔專才因中美關係緊
張或未能獲得逗留簽證，加上香港的低稅制、智慧產權
受到保障等優勢，有龐大吸引力可吸引他們到香港或大
灣區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表示，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在多年前已強調自主研發的發展方向
，惟現在是更為緊迫的時刻，因為在中美角力下，過去
中國被美國或親美的歐洲國家等勢力 「鍊住條頸」 。他
認為，國家以科技創新作發展主軸是大勢所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昨日發布公報，提出了 「
十 四 五 」 時 期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主 要 目 標 和 到 2035 年 基 本 實 現 社
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公報提到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本港各界人士紛紛表示，國家在 「十三五」 規劃中
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鼓舞，對香港再出發信心倍增。各界指
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各方職責所在、使命所在。隨着香
港國安法出台，香港社會漸趨穩定。香港未來應根據 「十四
五」 規劃謀劃發展，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上新征
程，再創新輝煌，尤其是在創科方面，香港可以發揮所長，
助 力國 家 加快 建設 科 技強 國。
大公報記者 曾卓鋒、劉越琦、周宇、文軒

【大公報訊】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
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工商界人士指出，香港要把握好時代
機遇重新出發，深化與內地合作，實現兩地優勢互補，為國家發
展作出新的貢獻。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 「十三五」 期間
，中央致力提升香港在國家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落
實了多項惠港政策措施，其中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是重要創舉，助力香港穩守全球最大集資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林健鋒說，五中全會為國家未來五年發展以至2035年遠景目
標構建出重要藍圖，亦為香港長足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充分顯示
出國家政策的前瞻性和全面性。他認為，未來五年是香港發展的
關鍵時期，香港各界必須抓住歷史機遇，在 「一國兩制」 下利用
自身在法律、制度、人才儲備、國際聯繫等優勢，推進大灣區、
「一帶一路」 建設，深化與內地合作，實現兩地優勢互補，趕上
國家發展的高速列車，為國家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把握時代機遇融入大局

港擁大量科研專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國家提倡粵港澳深化融合，故認為香
港在配合國家創新科技發展方面有着重要地位，因香港
有條件提供大量科研專才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從事科研工
作。
智慧城市聯盟榮譽會長楊全盛指出，國家注重科技
創新，有助加速發展高增值生產的產業。楊全盛認為，
香港可以繼續運用 「一國兩制」 的優勢成為 「世界窗口
」 ，再配合獨有的金融地位及專業服務，將中國自主研
發的產品推向全球。

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
工商金融界：香港強項

▲五中全會公報提到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令市民對香港再出發信
心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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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指出， 「十
三五」 期間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顯著提升，綜合國力更上
層樓，舉國上下抵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不朽的抗疫
成績書寫了新的中國奇跡。他說， 「十四五」 規劃勾畫出的宏偉
藍圖，鼓舞着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繼續奮鬥。機不可失
，時不我待，香港要把握好時代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不負韶華，創造新的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認
為，五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創新，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
共贏新局面，為香港帶來發揮自身優勢的重大機遇。香港要集中
精力謀發展，全面參與大灣區建設，以新角色、新定位服務國家
所需，推進香港與內地的互利合作不斷邁上新台階，為國家新一
輪改革開放作出新貢獻。要重振本港經濟、改善民生，擺脫困境
再出發，書寫好 「一國兩制」 新篇章。

香港國安法立竿見影 助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隨
▲着 香 港 國 安 法 出 台 ， 社 會 氣 氛 和 諧 ，
市民生活逐漸復常

【大公報訊】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到
，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有政界人士認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彰顯立
竿見影的效果，穩定了社會局面，有助香港維
持長期繁榮穩定。

聚焦推動經濟復甦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認
為，國家安全、社會安穩、市民安心，這 「三
安」 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基礎。由鴉片戰爭
到現代中國，中國飽受列強侵略、飽經戰火之
苦，市民需明白，如今和平安定的生活來之不
易。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有立竿見影的

效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全會提出
的12項重點中，包括 「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
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託中國大市場
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香港
背靠祖國，又有國際化的金融、法律等優勢，
應該積極、主動地與內地協作，參與建設更高
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貢獻香港所長。他認
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有如定海神針，穩定了
社會局面，有助香港維持長期繁榮穩定。他說
， 「歷史的發展從未停步，香港在發展的大潮
流中若只顧自我消耗，只會令機遇白白流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強調，全會涉及

國家安全內容，為國民統一目標、明確方向。
他指出，當前國際環境極為複雜，美國霸權主
義不變，國家面臨諸多矛盾累積、風險隱患增
多的嚴峻挑戰。他說，香港過去一年被黑暴陰
霾所籠罩，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市民苦不堪言
，重申 「維護國家安全是市民的應有責任」 。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香港
逐步恢復秩序和穩定的情況下，應該聚焦如何
推動香港經濟復甦和發展，以至處理好香港深
層次社會問題。香港無可避免地和西方關係會
日漸疏離，迫使香港要更加依靠國家作為自己
日後發展的重要依靠，所以在這一過程當中，
香港和內地的融合會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