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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國家奮進新征程 香港未來更光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成立73周年的大
喜日子。今年國慶對香港對國家都是別具
意義，香港回歸25周年，經歷過風風雨雨，
終於真正重回 「一國兩制」 的初心和正軌，
正式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國家更將
迎來舉世矚目的中共二十大，這是我國進
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着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刻，
所召開的一場重要會議，事關國家未來五
年以至更長時期的發展部署以及大政方針，
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二十大的成功舉
行，必將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注入更大動力。

回歸25年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國強
才有家安，國家強大才會有香港的繁榮穩
定，國家進入新征程，香港更要抓緊發展
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共

發展同繁榮。
香港今年慶祝國慶的氣氛格外濃烈，

在大街小巷，公私場所都掛滿國旗區旗，
紅色旗海在香港到處飄揚，各個團體組織
都舉辦各種慶祝國慶活動，與廣大市民一
同為國家送上美好祝願。回想3年前的 「黑
暗歲月」 ，更顯得現時處處紅旗飄揚，各
界可以在一個安全、安心環境下歡度國慶
的可貴，當中正是香港由亂到治、重回正
軌的有力反映。

國家真心維護香港利益
今年香港各界更踴躍、更投入地慶祝

國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經過這幾年
的政治風浪，香港市民終於進一步認識到
一個事實，一個強大的祖國是香港繁榮穩
定最重要的保障，全世界只有國家是真心
維護香港的利益，真心捍衛 「一國兩制」
的行穩致遠，外國勢力不過是利用香港作
為其牽制中國的棋子，從來沒有為香港的
利益和前途着想。

回想起2019年 「黑暴」 期間的國慶，
暴徒發動了兇殘、暴力的騷亂，全港各區
淪為烽火戰場，與今日的情況完全是天壤
之別。香港局面能夠得到扭轉，與中央審

時度勢、果斷出手有直接關係，更與國家
的強大密不可分。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
施，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落實，加上
新選制確立，中央一系列 「組合拳」 ，一
舉扭轉了香港混亂局面，一舉堵塞了國家
安全的漏洞。面對外國勢力的干預以至施
壓，中央以堅定的自信和底氣，有理有節
作出還擊，清晰向外國勢力表明中央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

2019年的 「黑暴」 ，是一場外國反華
勢力高度介入的 「港版顏色革命」 ，不論
是手法、過程、外國的干預，都與以往的
「顏色革命」 如出一轍，力度甚至更大，
外國勢力在香港布下的 「暗樁」 ，西方的
反華政客及媒體幾乎全體出動，企圖以暴
亂加選舉奪權，從而令香港 「變天」 。

面對這樣一場 「顏色革命」 ，單靠特
區政府是沒有辦法平定的，當中不但涉及
大批暴徒、大量 「黑金」 以及反中亂港勢
力的動員，更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以及外
國勢力明火執仗施壓，沒有中央在背後穩
定大局，這場風波將不知伊於胡底，香港
隨時變成另一個 「顏色革命」 的受害者，
繁榮穩定也將煙消雲散。正是有中央做靠
山，令到西方反華勢力在各地 「成果甚豐」

的 「顏色革命」 在香港遭遇了滑鐵盧，而
且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及後中央連串標
本兼治的措施，更推動香港全面重返正軌，
反中亂港勢力全面潰散，真正大亂之後有
大治。

中共十八大以來， 「一國兩制」 在十
年來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舉
世矚目的成就，也面對各種風波和考驗。
但不論風吹雨打， 「一國兩制」 始終能夠
破浪前行，安然渡過一個接一個的挑戰，
這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就 「一國兩制」 提出
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不斷豐富 「一國兩制」
內涵；與中央審時度勢，綜合施策對香港
大力支持；更與國家的強盛，為 「一國兩
制」 提供最有力支持，有着直接關係。在
中央的支持下，令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
大轉折， 「一國兩制」 事業取得突破性、
歷史性的發展。可以說，正是有強大祖國
作後盾，香港才有今日的安定和發展，才
有了這十年來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才有了今日龐大的發展機遇。

「一國兩制」是香港底氣所在
所以，在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

周年的大喜日子，在二十大即將舉行的重

要日子，香港
社會同樣充滿
喜慶和期待。
二 十 大 的 召
開，不但關係
國家長遠發展
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與香港更
是息息相關。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就
新時期做好香港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
話，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就堅持 「一國兩
制」 、推進祖國統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為香港發展指明方向。二
十大之後中央會否對 「一國兩制」 和香港
工作提出新方向、新要求，為香港開拓新
機遇，都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香港過去的成功、現在的機遇、長遠
的發展，都離不開一個強大祖國。站在新
的起點上，香港正迎來再創輝煌的大好機
遇。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大優勢，也是
保持繁榮穩定的最大底氣所在。在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
程中， 「東方之珠」 必將綻放更加燦爛的
光芒。

資深評論員



































深刻理解一國兩制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媒體報道，立
場一向傾向反政府的
「香港記者協會」
（記協），其主席陳

朗昇上月採訪期間因拒絕向警員出示身份證，
並且大吵大鬧，經多次警告及勸喻後仍然繼續，
被控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罪及交替
控罪的 「阻礙公職人員」 罪。案件早前提堂，
陳某否認控罪，法官批准其以二萬港元保釋，
以及容許對方提供英國住址與電話號碼的情
況下，在保釋期間赴英參加交流計劃。案件
押後至明年4月25日再訊，審期定於明年5月
16日，預計需時兩日。

一如外界所料，事後有境內外媒體以偏頗
的方式報道事件，甚至蔑稱香港新聞自由受損
云云。更有外媒在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後仍採
訪陳某，任由對方發表片面之詞。由於案件尚
未正式審結，陳某究竟有否觸犯法例一事，實
在不宜過多評論。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部分境外媒體急於在案件開審之前，故意以失
實與偏頗的方式報道事件，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藉機誣衊本港的新聞自由受損，以此作為
「唱衰」 香港的手段；二是透過製造陳某被冤
枉的假象，藉此向審理案件的法官施加輿論壓
力，從而影響判決結果。

無人可凌駕法律之上
根據香港沿用的普通法制度，任何人或機

構若在案件審訊期間，即是由疑犯被捕至案件
正式審結的時間內，播出或發表可影響到涉及
審訊人士的圖像或評論，或者在審訊完結之前
播出與證人的訪問，又或者揣測案件的審訊結
果，便屬藐視法庭。是故，單是有外媒在陳某
被捕後，播出對方接受訪問的內容，已有藐視
法庭之嫌。

另一方面，部分外媒宣稱案件反映 「香港
新聞自由被蠶食」 之說，亦是有違客觀事實。
撇開有關案件不論，所謂新聞自由是指市民享
有設立新聞媒體機構、從事新聞工作、搜集資
訊、不揭露資訊來源、編輯，以及傳播散發資
訊的權利，但是不等於媒體工作者可以毋須遵
守法律，凌駕於法律之上。因此，記者亦應跟
其他年滿15歲的市民一樣，須遵守《入境條例》

第17C條規定，即須時刻隨身攜帶其身份證明
文件。

與此同時，根據《警隊條例》第54條及《公
安條例》第49條規定：警務人員有權要求任何
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作查閱，以防止、偵察或
調查任何罪行。任何人如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即屬違法。任何人如持有身份證明文件，
而故意拒絕出示於警員以作查閱，即屬故意阻
撓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新聞工作者在採
訪期間觸犯法律，因而被捕或被起訴，跟新聞
自由是否受損根本是毫無關係。

至於要求便衣探員出示委任證的問題，在
一般情況之下，警員執勤時確實需要佩戴或展
示委員證，但有幾點需要注意：一是《警隊條
例》第54條及《公安條例》第49條本身，並
無警員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時，必須佩戴或展
示委任證的硬性規定；二是《警察通例》第
20-14（4）條規定：在情況不容許、影響警
隊行動或危及有關人員的安全或要求不合理的
情況下，警員可不出示委任證，待情況許可時
才作展示。

外媒故意混淆視聽
更重要的是，市民雖有權要求警員出示委

任證，卻沒權提出要求時大聲喧嘩，或者向對
方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意圖
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否則便有公眾地方行
為不檢，觸犯《公安條例》第17B條之嫌。除
此之外，當警員因上面提到的原因，未能即
時向市民展示委任證時，市民亦不能以此作
為不配合，或者阻撓警員執行職務的合理辯
解。

本文無意評析有關案件發生時的情況，但
必須指出的是，媒體工作者無論是採訪期間、
前往或離開採訪現場，警員都有權截查和要求
對方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記者沒有凌駕法律之
上的特權，具有配合警員截查的法定義務，警
員要求記者或其他市民出示身份證，亦跟香港
保障新聞自由不構成牴觸。有外媒將陳某拒絕
出示身份證而被起訴一案，說成是香港新聞自
由 「被蠶食」 ，根本是上綱上線，故意混淆視
聽而已。

時事評論員

查記者身份證 無損新聞自由

中國發展給世界帶來願景和希望
中華人民共

和國迎來73周年
華誕，本月還將
召開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雙喜臨門，全球卻面臨新的挑戰。

俄烏衝突攪動歐洲大陸陷入混亂，美歐主
導的第八輪對俄制裁讓美俄歐關係陷入冰
點。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警告西方稱，如
果領土完整受到威脅，俄將 「動用一切可
用手段」 自衛，西方國家借此再次炒作俄
羅斯發出 「核威脅」 。烏克蘭戰雲密布，
美歐捲入這場衝突，讓世界各國的人們再
次嗅到了世界大戰的危險氣息。前兩次世
界大戰發生在歐洲，深刻改變全球格局。
這次危機還是發生在歐洲，如何演進讓人
不安。

美歐加息令全球匯市紊亂
前景並不樂觀。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

荒，給美歐兩大經濟體帶來了持久深重的

通脹，美歐飲鴆止渴式的粗暴加息，又將
通脹風險傳導至全世界，導致全球匯率市
場陷入紊亂。而且，新興市場的資金外流
加劇，貨幣貶值風險又會帶來金融危機，
從而形成瀰漫全球的連鎖反應。

更糟的是，俄羅斯 「北溪」 天然氣管
道的洩漏事故，又稱為美歐俄三方口水戰
的 「羅生門」 ，這樣加劇歐洲能源危機，
導致更大範圍的通脹。為了應對凜冽的寒
冬，歐洲各地不得不大批量進口中國電熱
毯禦寒。數據顯示，今年1到7月，中國對
歐洲出口的電熱毯高達251萬條，7月就出
口了接近130萬條，環比增速高達150%。

歐洲能源危機，歐洲人陷入恐慌，中
國雪中送炭。而且，中國電熱毯物美價廉，
許多產品只需數十歐元，而且完全符合歐
洲標準，契合歐洲人的消費習慣。

中國商品的價廉物美和歐洲能源價格
的高企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中國製造在全
球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也彰顯中國商品
對於歐洲消費者的重要性。美國財政部長

耶倫認為，取消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是
解決美國通脹的戰略途徑。隨着美歐聖誕
消費季的來臨，中國商品也將為西方世界
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體驗。全球化時代，
中國製造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的關鍵，中國
商品成為緩解美歐高通脹的良藥。

中國穩居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的地
位，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中國依然維持
貿易順差。因為中國，世界貿易才不至於
失衡失序。中國不僅是全球貿易的壓艙石，
也是全球第一大經濟引擎，中國對全球經
濟的貢獻率持續維持在30%左右，若無中
國經濟強力支撐，全球經濟將變得更加不
堪。

雖然美西方紛紛唱衰中國，鼓噪資本
出走中國，但中國依然是全球資本的創富
熱土。根據商務部的最新數據，2022年1至
8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927.4億元人
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6.4%，折合
1384.1億美元，增長20.2%。其中，歐盟
對華投資增長123.7%（含通過自由港投資

數據）。這不僅打破了西方政媒的謊言，
也凸顯中國市場具有蓬勃發展的巨大潛力，
全球資本用腳投票，也證明中國投資軟硬
環境的優渥。

中國已成為全球化領航者
相比美歐市場的右轉舵和趨向保守，

中國變得更開放，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領航
者。中國貨物貿易關稅水平更低，通關效
率更高。2012年以來，中國對外簽署了9個
新的自貿協定。在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
市場准入更寬，開放力度更大。在區域自
貿層面，中國不僅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RCEP），還將積極加入《全
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DEPA），並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等。

除了開放，還有創新。近十年來，中
國在高速鐵路、5G技術、載人航天、火星
探測等領域領先全球。中國全球創新指數
排名十年上升了22位，是世界各國中唯一

持續快速上升的國家。
這些，都有賴於中國強大的實力支撐。

202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14萬億
元，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
升到18%以上，穩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的地位。202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達到1.25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

正因為如此，西方世界的高通脹對中
國的影響並不大，美歐粗暴加息使得人民
幣匯率 「破7」 ，但人民幣只是相對美元貶
值，對英鎊、歐元、日圓依然維持升值。
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國力支撐，有能力
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環球銀行間金融通
信協會（SWIFT）人民幣追蹤指針顯示，
8月份人民幣交易使用比重由前月的2.20%，
向上升至2.31%。全球交易使用量排名為
第五位。這凸顯，人民幣的全球地位提升
了，人民幣匯率風險可控。

總之，強大的中國給混亂的世界注入
穩定性，也帶來希望和願景。

中國人民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過去十年，是
香港發生深刻變化
的十年。中央堅定
不移、全面準確貫

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積極應對香港內外環境變
化，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劈波斬浪、奮勇向前，取得歷史性成就、
發生歷史性變革。當前香港實現由亂到治正邁向由治
及興，各界要深入領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理解 「一
國兩制」 的內在邏輯，善用中央各項支持政策，齊心
協力爭取實現更好的發展，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偉大復
興貢獻力量。

國家支持香港克服種種挑戰
中共十八大以來， 「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取得

了新進展新成就，這些新進展新成就體現在方方面面。
可以總結為三大範疇：一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
香港特區憲制基礎更加牢固，治理體系日臻完善。二
是香港特區戰勝各種風雨挑戰，發展建設穩步前行。
三是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加快融入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

十年來，在祖國全力支持下，香港經濟蓬勃發展，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穩固，創新科技產業
迅速興起，自由開放雄冠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
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這些都
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今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讚
揚香港金融體系穩定，再一次肯定香港作為主要的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之所以能在過去十年克服種種挑戰、取得諸
多成就，與 「一國兩制」 理論開闢新境界密不可分。
習近平主席對 「一國兩制」 和港澳工作提出一系列原
創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讓我們對 「一國兩制」 的
規律性認識提升到新高度；習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是對 「一國兩制」 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為推進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港澳工作取得
新成就、實現新發展的根本原因。深刻領會習主席的
重要講話精神，對於未來把握好香港發展方向，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至關重要。

「一國兩制」 方針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要做到全
面準確落實，關鍵在於準確把握 「一國」 與 「兩制」
的關係。香港各界必須深刻明白，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高原則，在這
個前提下，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
享有高度自治權。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
質的特徵，特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
根本制度。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
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
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在這個原則之下， 「一
國」 原則愈加堅固， 「兩制」 優勢才能更加彰顯。

「愛國者治港」 是 「一國兩制」 應有之義，也是
保證港澳長治久安、守護好港澳居民切身利益的必然
要求。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特區管治團隊，必須是
立場堅定、擔當作為、為民愛民、有感召力、有責任
心的愛國者。同時，香港居民不管從事什麼職業、信
奉什麼理念，只要真心擁護 「一國兩制」 方針，只要
熱愛香港，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別行政區法律，都是
建設香港的積極力量，都可以出一分力、作出一份貢
獻。因此，一些反中亂港勢力聲稱香港出現 「移民潮」
等，完全與事實不符，更是別有用心的抹黑。與香港
國安法實施之前相比，香港更穩定、發展空間更大，
只要遵守法律，每一位港人都能實現更好的發展。

堅守「一國」原則彰顯「兩制」優勢
只有深刻理解 「一國兩制」 的內在邏輯，才能對

香港未來有更好的洞察。香港各界要進一步深入學習
領會習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並全面落到實
處。可以說，對 「一國兩制」 理論的理解越深刻、越
牢固，香港未來發展就越穩健、越美好。正如習主席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推進 「一
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組
成部分。我們堅信，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
「一國兩制」 方針的堅實保障，在實現我國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
大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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