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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貫徹二十大精神 團結海內外支持一國兩制力量

在香港社會各界二十大精神分享會上，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二十大報告關於
「一國兩制」 的論述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
分量最重，與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1日在
港重要講話，一脈相承，充分體現了黨中
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充分體現了 「一
國兩制」 事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
要地位。

駱惠寧主任的分享不但讓各界更全面
了解二十大精神，更對香港未來發展有了
更清晰的認識，其中二十大報告有關 「一
國兩制」 的統一戰線要求，更對香港各界
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新使命，值得各
界深入領會並且貫徹落實，共同努力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駱惠寧主任指出，推進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
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大報告強調，
「一國兩制」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

創舉，並對新階段港澳工作進行系統部署。
我留意到，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到：發展壯
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港澳同胞的愛
國精神，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 「一國
兩制」 的統一戰線。這是首次在黨代會報
告中，明確提出要形成支持 「一國兩制」
統一戰線的要求，對於香港具有很強的針
對性和指導作用。

形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線
事實上，面對一些別有用心勢力不斷

唱衰攻擊 「一國兩制」 ，藉此干擾破壞國
家統一大業，香港作為 「一國兩制」 率先
垂範之地，中央亦非常重視香港反 「獨」
促統的獨特優勢，當前更需要樹立 「大統
戰」 思維，形成海內外更廣泛支持 「一國
兩制」 統一戰線。當中既要爭取香港各階
層支持擁護 「一國兩制」 ，更要積極團結
廣大港澳台同胞與海外華僑，團結聯繫廣
大外籍人士，共同凝聚成海內外支持 「一
國兩制」 的澎湃力量，共圓兩岸和平統一
的偉大中國夢。

今年7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
的重要講話，全面闡釋了統戰工作形成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指明了新時代統戰
工作的歷史方位、基本任務、指導思想、
工作重點和政策舉措，強調必須解決好
人心和力量問題，必須正確處理一致性
和多樣性關係等 「十二個必須」 ，是新
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綱領性文獻和行動指
南。

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支持 「一國兩制」
統一戰線，更對香港的統戰工作提出了新
的任務和要求。 「統一戰線」 指的是在必
要情況下，聯合與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
量，結成合作或協作關係，由提出至今已
有百年歷史，當中不同時期都作出過不同
的調整和完善，但團結一切可團結力量，
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本質卻是始終如
一。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
演進， 「統一戰線」 在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尤其是
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和媒體，長期對
「一國兩制」 作出曲解誤導和惡意抹黑。
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大批反中亂港
分子潛逃外國並得到反華勢力庇護，令他
們肆無忌憚的在外國污衊 「一國兩制」 ，

誤導不明就裏的民眾。反中亂港分子肆意
攻擊 「一國兩制」 ，目的既在於抹黑香港，
更是為了阻撓破壞國家統一大業。 「一國
兩制」 作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偉大創舉，
在港澳實踐充分證明其生命力和優勢，反
華勢力對 「一國兩制」 的抹黑，司馬昭之
心已是路人皆知。

向國際社會講好「一國兩制」故事
二十大報告提出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

支持 「一國兩制」 的統一戰線，正是針對
當前國際的輿論形勢而來，要求香港發揮
好自身的國際平台以及 「一國兩制」 垂範
之地的優勢，凝聚海內外支持 「一國兩制」
的正能量，向國際社會講好 「一國兩制」
的故事，反駁各種造謠和抹黑。這對於香
港統戰工作提了新要求新任務。過去香港
的統戰工作，主要是爭取和團結香港各階
層的力量，共同捍衛 「一國兩制」 ，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現在統戰工作更要樹
立 「大統戰」 、 「大團結」 、 「大聯合」
思維，面向海內外所有支持 「一國兩制」
力量。

愛國愛港陣營一方面要繼續做好香港

社會的團結工
作，爭取民心
特別是青年人
的心，引導他
們擁護 「一國
兩制」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這是香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更要做好
海外人士的團結工作，包括海外僑胞及外
國人士的團結工作。

目前中國有6000多萬海外僑胞，分布
在198個國家和地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愛國愛港社團網絡更是遍布全球，與海外
僑胞一向有密切的接觸往來，未來更應進
一步團結僑胞力量，做好情誼聯繫紐帶，
推動他們在當地宣傳好 「一國兩制」 。同
時，香港是西方及東南亞人士的重要聚居
地，多達數十萬人在港居住，愛國愛港社
團應該加強外籍人士的工作，主動交流建
立聯繫，向他們介紹講解香港的情況以及
「一國兩制」 的實踐，讓他們成為支持 「一
國兩制」 的正能量，為祖國實現完全統一
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會長







































是誰在撥亂國歌的弦
據傳媒報道，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昨日首次引述香

港國安法，致函本港所有外聘大律師要求其在履行外
聘檢控工作期間，必須確保自己不會存在 「利益衝
突」 ，或避免任何可見的利益衝突；並承諾在處理外
聘案件時必須遵守 「保密協定」 ，在未得律政司司長

書面批准下，不得洩露相關案件的文件等一切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又提醒
所有外聘大狀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從事任何違反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或
活動。

律政司此舉是依據香港國安法第六條，即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
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
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可謂合情合法合理。

最近黎智英涉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一案快將提堂，法庭日前批准黎
智英以 「專案認許」 方式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作辯護，至昨日又駁回律政司的
上訴申請。究竟涉國安案件應否允許聘用海外大狀，在此姑且不作探討。但律
政司對海外大狀處理國安案件的情況，也需要做好應有的準備和保險。

例如當有關案件涉及到一些國家機密資料，以至辯護律師與海外敵對勢力
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律政司和法院日後可以依此作出相應安排，拒絕讓部分海
外律師接手案件。同時對律師在處理案件期間的行為作出適當規範，以免出現
機密資料外洩或遭到外國勢力插手等問題。

若非心有鬼 何懼簽署？
一些人將之形容為強迫外聘大狀向特區政府 「表忠」 ，這種言論要麼是不

知法律規定，要麼是刻意誤導視聽。
首先，特區政府向外聘大狀要求的只有三件事：確保不存在利益衝突、遵

守保密協定、不危害國安。就前兩者而者，本身就屬於律師的專業操守及誠信
要求。即使不是處理涉及國安的案件，所有律師都應確保自己與案件、當
事人之間不存在利益衝突，亦不應在未得許可的情況下對外披露有關案件的資
料。

至於提醒外聘大狀不得以任何方式危害國安，換個說法，其實與要求外聘
大狀守法沒有任何區別。畢竟香港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從事任
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身處前線法律工作的外聘大律師也自然應
該受到規範，而要求律師守法，很明顯不算是什麼過分的要求，不如說是律師
最基本的專業要求。就海外例子而言，美國律師在就職宣誓時，也承諾要在言
行中尊重美國法律與法制體系。

因此，與其說這是要求外聘大狀向律政司作承諾，倒不如說是確保了外聘
大律師維持高質素的專業表現。對那些專業、優秀的海外律師而言，簽署承諾
不過是單純簽個名而已，不會對他們本來的工作和需求構成任何改變或影響。
這也能進一步維護公眾對於本港法治的信心，保障香港司法獨立，以及審訊不
受外國勢力的干擾。

但是，假如有人對這麼簡單和基本的要求都充滿牴觸，那就不禁令人猜想
某些人是否本就心中有鬼，同時亦更證明律政司今次提出的要求是必要之舉。

外聘律師必須遵守保密協定

蘇納克的外交難題和內政困擾
G20峰會，

英國首相蘇納克
的表現有失水
準。中英領導人

會晤 「臨時取消」 ，和中美、中法、中日、
中澳領導人的會晤形成鮮明對比。蘇納克
在競爭保守黨黨首過程中對華立場強硬，
成為首相後對華立場轉趨穩健。最近，
蘇納克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聲稱英
國將考慮提供武器幫助台灣 「自衛」 云
云。

蘇納克突破二戰後英國對華關係的底
線，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對華立場搖
擺的蘇納克，更像是嘩眾取寵的政客而非
成熟的政治家，這也折射英國政治的惡鬥
亂象。

除了中美、中法、中意領導人在G20
峰會的會晤，德國總理朔爾茨峰會前也訪
問了中國。中美中歐雖然分歧猶在，矛盾
猶存，但是通過領導人會晤可以避免矛
盾激化，達成求同存異，這也是大國外
交的應有之義。脫歐的英國，吸引全球

眼球的除了是女王逝世，新國王登基和無
盡的王室秘聞外，就是英國首相不斷輪換
的鬧劇。

附和美國反華缺乏外交智慧
今年英國換了三個首相，既有因醜聞

下台的約翰遜，又有英國史上最短命首相
特拉斯，現在又成了蘇納克。相比兩前任，
蘇納克的優勢是年輕，但也成為他的缺點。
年輕沒有政治歷練更缺乏外交經驗，這是
蘇納克的硬傷。他的印度裔背景和富豪標
籤，也激發英國人 「排外」 「仇富」 情緒。
故此，相比約翰遜和特拉斯，蘇納克的相
位也不穩固，隨時可能被保守黨逼宮。為
了保住相位，或為了淡化自己的印度裔身
份，蘇納克表現得更加強硬。

加之脫歐後，英國成為了歐洲 「孤
兒」 ，英國外交上以附和美國彰顯自身存
在。美國反華，英國比美國更反華；美國
炒作涉港涉台等議題，英國也跟隨炒作；
美國在印太地區妄圖圍堵中國，英國也甘
願充當美國的馬前卒。相比其他歐洲國家，

英國反華最積極。
雖然美國戰略性反華路線不會改變，

但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俄烏衝突、朝鮮
半島問題、伊朗核問題上，兩國都有合作
空間。因此，G20峰會上的中美元首會晤，
也是中美關係緩和的象徵。在此形勢下，
澳洲也向中國示好。相比德國、法國、澳
洲等西方國家對華關係的順勢而為，蘇納
克顯得反應遲緩缺乏外交智慧。

中英關係是蘇納克的外交難題，英俄
關係陷入冰點也是英國的困擾。俄烏衝突
中，除了美國，英國是對俄制裁最積極的
歐洲國家。俄烏衝突變成拉鋸戰，英國很
難解開對俄關係的死結。此外，脫歐導致
的各種利益糾紛，也會成為蘇納克和歐盟
尤其是近鄰法國的困擾。由此也會引發蘇
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離心力。

除了外交難題，蘇納克的內政困擾也
難有破解之策。英國的內政之憂有三：

一是高居不下的通脹不僅導致民生凋
敝民怨沸騰，也拖累了英國經濟。數據顯
示，由於能源價格持續走高，英國10月份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1.1%，
創下41年來的最高水平。另據英國預算責
任辦公室（OBR）預測，截至2023年3月，
英國家庭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將下降4.3%，
為1957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降幅。當地媒
體認為，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倒退10年。
OBR還預測，英國企業接下來或將削減約
50萬個工作崗位，英國失業率將從目前的
3.6%上升到2024年的4.9%。

英國通脹、失業率升高和民眾變貧，
並非全是蘇納克的責任，但英國民眾會將
民生困苦的怨氣發洩到蘇納克身上。誰叫
他是首相！更糟的是，由於其富豪身份，
引發部分民眾更大的不滿。 「排外」 加
「仇富」 ，蘇納克面臨着比其前任更大
的壓力。

經濟增長乏力面臨更大衰退
二是英國經濟衰退的風險。這次不是

媒體預測，也不是機構唱衰，而是英國財
政大臣亨特的觀點。17日，亨特公開表示，
英國經濟已陷入衰退，預計明年經濟將負

增長1.4%。今年3月，英國官方的預測是
正增長1.8%。疫情風險尚未過去，俄烏衝
突還在拉鋸，英國通脹尚無良策，經濟衰
退也是蘇納克面臨的大難題。

三是經濟政策的挑戰。和不懂經濟的
特拉斯不同，曾任財政大臣的蘇納克在經
濟政策上更為專業。17日，英國政府於宣
布了一項規模達550億英鎊的增稅減支計劃。
這和導致特拉斯倒台的 「迷你預算案」 反
其道而行。雖然蘇納克的經濟政策尚未引
發英國國內的激烈爭議，但是增稅必然引
起反彈──哪怕是對富人徵稅，而且大規
模的減支也難以堵上英國政府財政赤字的
黑洞。更重要的是，增稅減支會影響市場
擴張，導致經濟增長動力後勁不足，這對
經濟衰退的英國並非良策。

經濟民生導致政局不穩，外交缺乏智
慧更影響英國的大國地位。年輕的蘇納克，
面臨內政外交難題，即使苦力支撐也未必
坐穩相位。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
究員

11月13日晚間，亞洲七人欖球賽在
韓國仁川舉行，於賽前的播放國歌環節，
主辦方將一首與黑暴和 「港獨」 有密切關
連的歌曲， 「誤」 當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播放，特別是音樂播放期間，其畫面
還伴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而在場的
港隊成員全程面無表情，甚至沒有任何阻
止和反對的行為。

14日凌晨，特區政府發表聲明： 「主
辦機構將一首與二○一九年 『黑暴』 浪潮
和 『港獨』 示威有密切關連的歌曲，當為
中國國歌播放，特區政府表示抗議和強烈
不滿。」

隨後，亞洲欖球總會向香港欖球總會
致歉，表示最初香港代表隊教練向主辦機
構提交的國歌錄音為《義勇軍進行曲》，
並以 「主辦機構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
所致」 為理由，將這宗傷害中國主權和尊
嚴的惡意挑釁事件，淡化為 「一名實習生
的無心之過」 。先不論港隊成員當時的反
應是否恰當，但播者的 「別有用心」 是可
見一斑。

反中亂港勢力裏應外合
與此同時，另一件涉及播國歌惡性的

事件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11月6日，
在迪拜舉行的世界盃欖球賽（Rugby
World Cup）香港對葡萄牙終極復活賽
中，在播放國歌環節響起的雖然是《義
勇軍進行曲》，但直播片段的字幕卻顯示
為 「港獨」 歌曲的英文名及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 「香港
國歌」 ），字幕旁亦顯示了香港欖球總會
的標誌。

有理由質疑，播錯國歌不是 「巧

合」 ，而是利用香港來打 「中國牌」 的惡
劣行為。到底是誰在撥亂國歌的弦？為什
麼黑暴陰魂不散，四處潛伏？到底是誰為
反中亂港勢力暗渡陳倉，裏應外合？

據媒體報道，如果在搜尋引擎以中英
文輸入 「香港國歌」 、 「Hong Kong
Anthem」 時，搜尋結果會將相關 「港獨」
歌曲置頂，只有用英文輸入 「Hong Kong
China National Anthem」 （中國香港國
歌），才能搜尋到《義勇軍進行曲》。從
信息數據和網絡演算法來看，相關 「港獨」
歌曲自誕生後，已經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
甚至出現了不同語言的翻唱版本，這些都
使得搜尋引擎的系統將該歌曲放置優先地
位。

算法是機械的，但人是有意識的，每
一個網絡平台都有責任和義務來維護每個
國家的尊嚴、主權和原則。正如科技創新
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所言， 「各平台有義
務提供正確資訊，解釋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以及將國家所承認的國歌置頂。」 香港互
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認為，
若想讓國歌與 「港獨」 歌曲 「互不關聯」 ，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求Google刪除 「港獨」
歌曲相關信息。

無論有關建議在現實中是否可行，但
都暴露出一個問題，那便是不徹底驅逐黑
暴的陰影，香港社會就隨時再被它 「偷
襲」 ；不徹底清理 「港獨」 歪理的根源，
反中亂港分子就會躲在暗角繼續宣揚 「港
獨」 思想。

為什麼黑暴是香港無法接受且必須切
割的一段時間？對於香港市民而言，黑暴
是香港自回歸以來最為危險嚴峻的時刻，
它威脅甚至摧毀了歷代香港人所建立的美
好社會形象，為下一代的青少年留下了難
以磨滅的心理陰影，更是讓香港整座城市
為反中亂港分子的一己私利埋單。

2019年8月17日，守護香港大聯盟在
金鐘添馬公園舉辦 「反暴力、救香港」 集

會，以 「拒絕攬炒，齊救香港」 為口號，
呼籲全港社會各界反對一切形式暴力，盡
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在47.6萬市民自發
冒雨參加期間，《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
以視頻的形式來表達了自己對維護香港穩
定的支持。

就在集會舉行數日前，付國豪在香港
國際機場採訪示威集會時，被暴徒禁錮毆
打，其間他曾喊出 「我支持香港警察，你
們可以打我了！」 付國豪之後送院治療。
筆者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曾表示，付國豪
的行為表現出了 「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
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的真實表現，他喚醒
了我們所有香港人，特別是真正關心香港
前途的這批香港人，沉默的大多數，走上
街頭參加集會救香港。」

徹底清理「港獨」歪理根源
然而，在2022年11月17日，付國豪

的父親證實了其子在離職《環球時報》後，
與抑鬱症鬥爭，最終在2021年10月不幸
去世的消息。雖然沒有直接的醫學證明指
出付國豪的抑鬱症與其遭遇暴徒們的無端
傷害有直接關係，但被無緣捱打留下的身
心創傷是無法否認的，這也是香港黑暴烙
印在善良無辜人們記憶中的沉重陰影。付
國豪的離開使得人們再次憶起與黑暴勢力
鬥爭的日子，昔日英雄的悲壯離開，今日
黑暴陰影還在盤桓，撥亂國歌之弦的黑手，
還在千方百計妄圖 「東山再起」 ，擾亂香
港和諧的旋律。

從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完善特區選
舉制度，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我們完成了
消 「獨」 的工作，但法律和制度無法真正
地偵查暗流在人心的 「獨」 意，若無法徹
底完成消 「獨」 工作，就無法真正做到人
心回歸，恐怕，那時候撥亂的不僅僅是國
歌的弦，更是香港和諧的脈。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
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吳志斌
焦點
評論

國際
觀察

張敬偉

姚志勝
議事
論事

新聞
背後

卓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