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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會長遠規劃和遠景目標彰顯制度優勢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昨日閉幕，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
全會作工作報告，會議審議通過了《中
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
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就《建議（討
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出台的第一個 「五年規劃」 ，也是新時
代確定的第一個遠景目標，對於中國未
來發展走向，對於世界經濟的發展走向
，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走向，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 「五中全會」 不僅深深
吸引了中國人民的目光，也吸引了世界
輿論的關注。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只有以更
積極的姿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乘國
家發展快車，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
此，香港社會各界應該充分認識到長遠
規劃和遠景目標所彰顯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獨特優勢；應該充分認識到 「
十四五」 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對
於香港長遠發展的重要意義、廣闊路徑
和美好前景。

從「擺脫欠發達」到「躋身高收入」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實現長期較快
增長？回顧歷史，五年規劃（2006年前
稱為 「五年計劃」 ）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國幾乎是世界上最貧
窮的國家，從統計數據看，當時只有10
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中國。
誰能想到，僅僅7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
從 「一窮二白」 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人均GDP翻了好多倍。如果說，
前面的十三個 「五年規劃（計劃）」 都
是着眼於擺脫貧困、擺脫不發達的話，
那麼， 「十四五」 規劃則致力於推動中
國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這是十四億
人民共同的嚮往和期盼。
全會提出了 「十四五」 時期經濟社
會發展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
，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
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力充分發揮，
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更加優化
，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
、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農業基
礎更加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
增強，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
展；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這些目標是定
位更高層次的發展、更高質量的前行，
標誌着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境界
，這對於中國來說，具有劃時代意義。
從 「十二五」 規劃設立 「港澳專章
」 開始，香港的發展就納入國家發展的
「大棋局」 ，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規劃
密切相關， 「十四五」 規劃的高起點、

着引領經濟全球化的設計考量。
再次，中國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唯一恢復元氣的主要經濟體。今年前三
季度，中國經濟增長0.7%，是世界主要
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這種率先
恢復增長，是其他經濟體無法企及的，
這就決定了中國的 「十四五」 規劃可以
順利實施，對世界經濟復甦具有戰略意
義。
中國的長遠規劃影響世界，必然對
香港的影響更大。因為，香港始終扮演
着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 「超級聯絡人」
的角色，無論是參與 「內循環」 ，還是
助力 「外循環」 ，香港的角色都更加重
要、更加關鍵！

點擊香江
屠海鳴
高目標，更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提供了機
遇、提供了動力。

從「發展中國」到「影響世界」
「五中全會」 確定的中國 「十四五
」 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是針對中
國而言的，但無疑會影響世界。
首先，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的 「第
一引擎」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
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經濟足以影響全
球經濟的走向；中國經濟 「打個噴嚏」
，全球經濟就會 「感冒」 。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預計，在2020-2021年，中國經
濟增長將佔全球經濟增長的60%，也就
是說，中國經濟從世界經濟的 「重要引
擎」 變為 「第一引擎」 。
其次， 「十四五」 規劃和二○三五
年遠景目標具有 「全球性」 考量。以習
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到
，未來五年極有可能是矛盾與風險多發
期、共振期，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已從過
去的 「跟跑者」 「搭便車者」 升級為 「
領跑者」 「被搭車者」 的重大轉變。因
此，中共中央提出的 「十四五」 規劃有

國的國際競爭力。自從美國挑起中美貿
易戰以來，中央深刻認識到 「辦好自
己的事情」 、苦練內功，才能始終立
於不敗之地。因此， 「十四五」 規劃不
同於以往五年規劃的地方，就是鍛造新
動力。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具有 「近水樓台先得月」 「背靠大樹好
乘涼」 的優勢，鍛造發展新動力，為香
港提供了機遇、提供了舞台。比如，香
港在一些領域的科研能力全球一流，香
港在吸引全球各領域高端人才方面的獨
特優勢，香港強大的融資能力，這些優
勢都可以在 「十四五」 期間得到充分發
揮，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成就自我。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的優勢，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是
可規劃、可持續、可操作的，一張藍
圖繪到底，一屆接着一屆幹，這是西
方政黨 「輪流坐莊」 的制度無法比擬
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 「十四五
」 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一定能夠
實現！
（學習中共 「五中全會」 精神評論
文章（上））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從「突破瓶頸」到「鍛造新動力」
如果把 「十三五」 規劃和 「十四五
」 規劃進行比較後就會發現， 「十三五
」 着重 「突破瓶頸」 ，比如，對綠色生
態、扶貧濟困、消費結構等領域着墨較
多；而 「十四五」 ，更注重鍛造新動力
，比如，改善營商環境、加強科技創新
、堅持擴大內需等，都是致力於增強發
展的內生動力。這表明，中國經濟已經
從注重追求發展速度，改變為注重追求
發展質量，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
一個質的飛躍。
鍛造新的發展動力，將大大提升中

內地港人：國家聚力創新 專才大顯身手

灣區迎科創熱潮 港企前景廣闊
戰略布局
新表述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
29 日 閉 幕 ， 全 會 事 關 中 國
「十四五」 發展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制定
，備受各方關注。在內地
投資的港商也密切關注全
會發表的公報內容。受訪
者對大公報表示，全會提
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
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讓粵
港澳大灣區科創優勢可以
得到更好的互補合作，也
會吸引更多的港專才前往
內地投身科創工作中去，
同時港企也迎來更廣闊市
場。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廣州報道

陳卓基在內地投資30多年，見證
內地居民收入逐年提高，消費水平顯
著上升。 「最特別的一點是，內地市
民不排斥新鮮事物，他們的消費興趣
不單單盯着奢侈品，對新穎、有創意
的產品也願意埋單。我們將海外獨特
的產品帶入內地市場，往往也能斬獲
不錯的成績。」
全會公報提出， 「堅持把發展經
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
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
、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
、產業鏈現代化。」 這堅定了陳卓
基對大灣區產業前景的信心。 「工
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實體經濟，是
國民經濟的基石。國家提出 『把發
展經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 ，讓
我們更加對祖國未來的繁榮發展更有
信心。」

吸引港專才融入國家發展
在粵港企、香港豐善綠色科技創
辦人黎高旺表示， 「十四五」 規劃對
有志到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深入內地發
展的香港科技型企業來說，意味着更
好的前景和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在國
家實現科技強國過程中，香港科技型
人才尤其是30-50歲專才得益更多，
「十四五」 規劃或能讓更多功底扎實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從嚴治黨

灣區港人熱議
十四五

▲2019年第二屆進博會有近200家香港企業參加。圖為參觀者與香港企業參展人員交流

的科技型人才去內地工作。
鄧文俊是一位在東莞創業的港青
，看到國家鼓勵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
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也備受鼓舞
。 「我創辦的公司是一家致力於AR技
術開發的創新企業，在東莞進行系統
開發、產品落地生產，在香港進行市
場推廣、在珠海則進行產品優化。相
信 『十四五』 期間，在國家重視創新
的氛圍下，粵港澳大灣區科創優勢可
以得到更好的互補合作。」

資料圖片

香港豐善綠色科技創辦人
黎高旺
在國家實現科技強國過程中
，香港科技型人才尤其是30-50
歲專才得益更多，或能讓更多香
港科技型人才去內地工作

東莞創業港青
鄧文俊
我創辦了一家致力於AR技術開
發的創新企業。相信「十四五」期間，
在國家重視創新的氛圍下，大灣區三
地科創優勢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補合作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副主席
陳卓基
全會公報提出 「堅持擴大內
需」 、 「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
」 ，讓我對國家 「十四五」 期間
的發展充滿信心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
彭澎
香港企業可在 「十四五」 期間
參與各種解決 「卡脖子」 工程。香港
有一定的科技資源，有較好的國際渠
道，可以在國家建設科技強國過程中
發揮作用
記者黃寶儀、盧靜怡整理

繁榮文化產業 提高國家軟實力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
十九屆五中全會29日發布公報。公報稱
，全會提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
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全會提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
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堅持馬
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
文明建設，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
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促進
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要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
務水平，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全會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

高社會建設水平。堅持把實現好、維護
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
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盡力而為、量力
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扎實推動
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
社會全面進步。

看好港校產學研融合平台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
彭澎表示，香港企業可以在 「十四五
」 期間參與各種 「卡脖子」 工程，這
是國家戰略。香港有一定的科技資
源，有較好的國際渠道，可以在國
家科技強國過程中發揮作用。同時
，香港的高校有產學研融合平台作
用，正好另闢蹊徑實現內地與國際高
校聯繫。
陳卓基還兼任香港青年交流促進
聯會副主席。他表示，內地消費市場
正在增長、產業鏈正轉型升級，當中
蘊含不少適合港青打拚的機會。 「國
家重視產業發展，重視人才，重視創
新，相信香港年輕人來到灣區可以更
好地發揮自己所長。」

綠色發展 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
十九屆五中全會29日發布公報。公報稱
，全會提出了 「十四五」 時期生態文明
建設實現新進步的目標。
全會提出， 「十四五」 時期生態文
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國土空間開發保護
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
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
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
持續減少，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生態安
全屏障更加牢固，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
善。

全會提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
、保護自然，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
、自然恢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
界。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
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
明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
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要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
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
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10月16日，遊客在湖北省鶴峰縣走
馬鎮木耳山生態茶園觀看表演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