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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上周五宣布制裁
香港中聯辦七位副主任，以

及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關注在港營商風險，
稱美國企業受制於香港國安法，在港的美企
要面對警察不用申請法庭手令的電子監控和
可能要交出企業和客戶資料云云。美國政府
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並對中聯辦官員實施所謂制裁，暴
露出其霸權欺凌作風及試圖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圖謀。

客觀而言，美國對我方官員的所謂制裁，非但不會有實際
效果，更可以說得上是一種「光榮榜」。首先我國不允許官
員經商，如果直系家屬到美國定居的話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再
當官了，所以凍結在美國的資產、禁止入境美國等，實際效
果可說是零。但是美國為什麼明知如此也要做呢？因為這次
所謂制裁根本不是做給中國人看的，而是給他們自己的國民
和一些海外「高華」看的。因為在他們的「認識」裏面，中
國官員都把貪污得到的錢存到美國銀行，妻子兒女都移民到
了美國，所以對中國官員實施所謂「經濟制裁」就可以一下
子將中國官員打垮，中國官員肯定會對美國求饒。但實際上
正如中聯辦聲明的一句話概括，整個所謂制裁只是「一張廢
紙」。

不過在外交場上雙方你來我往，講究的就是對等原則。今
次美國制裁中國官員，中國必將反擊，畢竟「來而不往非禮
也」，筆者認為單純的強烈譴責已不足震懾美國近年來越趨
狂妄的反華行徑，必須要在其痛處着手。經濟上，美國對香
港每年有2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同時外交政治上，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更是美國在遠東地區最大規模的總領事館，所
負責的事務絕對不可能只是辦理簽證，當中更多的是情報人
員和間諜。因此對等反制措施中，國家有關部門可考慮經濟
和政治上的強力反制。

長遠而言，我國的目標是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之，美國只是為了維持
其國際霸權可以繼續在全球中獲益，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矛
盾，我們唯有繼續做大做強，才能更好地為自己爭取在國際
新形勢中的話語權。

國安法實施一年 良政善治目標清晰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為達至長

治久安奠下堅實的根基。然而，香港要走向「大

治」，眼前還有大量的工作。在培養愛國觀念外，教

育工作者須時刻思考如何搭建舞台，讓不同能力和志

向的學生能夠發揮所長，展示才能，務求培養更多管

治能力強的愛國者，讓他們加入特區政府管治架構，

或到大灣區升學就業，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貢

獻力量。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香港國安法已實施一年，香港社會由亂轉
治，回復昔日的繁榮安定。日前，「香港國安
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在北京
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出席開幕式並講話。

成功瓦解「港獨」恐暴力量
夏主任提到，香港國安法是保香港安全、安

定、安寧之法。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一舉扭轉香
港亂局，實現了重大轉折。的而且確，自國安法
立法後，前年所發生的嚴重街頭暴力不復見，市
民回復正常生活。多名反中亂港人士先後落網，
接受法律的制裁。早前，警方成功粉碎「港獨」
本土恐怖組織「光城者」企圖針對公共設施和法
院實施炸彈恐襲的陰謀，並控以國安法第24條
「串謀策劃恐怖活動」罪。以上反映了香港國安

法的震懾力，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為
達至長治久安奠下堅實的根基。然而，香港要走
向「大治」，眼前還有大量的工作。今年中央再
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創造「大治」的先決條件。在夏主任
的講話中，強調香港在民族復興進程中大有可
為，並勾勒出香港的長遠發展願景，反映中央對
香港的期許，同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促進香港愛國主義教育
繼今年2月提出「愛國者治港」的標準後，夏

主任日前進一步提出「管治者不僅要愛國愛
港，還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他對治港
者提出五項具體的要求，包括善於在治港實踐
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
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
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以及善於

履職盡責。
可見，要達至良政善治，培養人才是箇中的

關鍵。日後如何培養大量德才兼備的愛國者，
為特區政府選拔和輸送管治人才，成為了今後
重要的課題。各方需要齊心協力培養人才，教
育工作者更是責無旁貸。鑑於香港教育近年出
現的亂象，當下最急切的工作，是要撥亂反
正，重回正軌。

過去年輕人對國家歷史文化缺乏認知，亦對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存在不少誤解，在政客
的煽動下，仇視自己的國家。去年，特區政府
開始正視有關問題，全面加強學生對憲法、基
本法、「一國兩制」及國家安全等概念的理
解，培養正面價值及對國家歸屬感。除了糾正
過去通識教育科被異化的問題外，又全力推展
國家安全教育，無疑值得肯定。

除了官方的推動，民間的力量也不容忽視。教

聯會在推動國情國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當中包括出版小冊子，加深師生對國安法
的認識。為了支援學校推行國情教育，教聯會
又邀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專題講座，與同工分
享基本法、「一國兩制」、國家安全等概念；
又連續兩年舉辦高峰論壇，為如何落實國家安
全教育及愛國主義教育集思廣益，互相分享交
流。為了培養更多愛國的治港人才，教聯會將承
擔更大的責任，多管齊下加強相關工作。

在培養愛國觀念外，教育工作者須時刻思考
如何搭建舞台，讓不同能力和志向的學生能夠
發揮所長，展示才能。同時，我們亦可提供更
多交流學習的機會，讓學生拓闊視野，放眼祖
國。通過一連串工作，務求培養更多管治能力
強的愛國者，讓他們加入特區政府管治架構，
或到大灣區升學就業，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
大局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
表重要講話，從七個方面充分肯定香港國
安法的實施成效。他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
「四個期盼」、「一個原則」、「五個善
於」等重要指示，在香港社會引起了強烈
共鳴。香港迎來由亂及治新局面，社會各
界要乘勢而上，精準解決經濟社會民生問
題。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來，黑暴急速
收斂，社會恢復穩定。普羅市民走在街
上，不再懼怕有「黑衣人」施襲；商家
打開門做生意，不再擔心門面被打得稀
爛。因疫情停辦一年的書展恢復以往的
熱鬧平和，輪候入場的市民在灣仔會展
中心外大排長龍，場館內人頭湧湧。

夏寶龍在講話中，列出做好「管治
者」的多項要求，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堅

守憲制，即「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做立場堅定
的愛國者」。這顯示中央十分重視要杜
絕「不愛國者」、「偽愛國者」、「突
然愛國者」通過選舉制度進入管治團
隊。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時候，
我們重溫中共黨史，更清楚看到，這次
中央出手頒布及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
選舉制度，沒有一己之私，完全是為了
香港有更好未來。因此，特別理解夏寶
龍的期盼：「那時的香港，經濟更加繁
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
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
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
『籠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
央給特區政府的硬指標，對於港府這是

艱巨任務，是時候下大決
心做出成績了。

香港國安法讓國際投資
者吃了「定心丸」，至今香港的金融
中心地位絲毫沒有受損。正如夏寶龍指
出，有了香港國安法，香港經濟金融繼
續堅挺，「唱衰」香港的謊言不攻自
破。 7月16日美國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
境，並對7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實施所
謂「制裁」，中聯辦強烈譴責，指出制
裁是廢紙一張，守護香江，幸甚至哉。
在中外角力中，輿論、 金融、 資訊、
心理等角力陸續有來。相信在中央領導
下，香港將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等方面，作出應有貢
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大有作
為。

香港由亂及治 有利解決深層問題
邱偉銘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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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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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7月16日宣布將對7名香港中
聯辦副主任實施所謂「制裁」，並向在港美
國企業發出所謂「商業警告」，企圖抹黑香
港營商環境。美國這次提出的「制裁」，乃
是又一次小丑般的自導自演節目，再次在全
世界面前顯露出其狂妄、醜陋的面目。美國
嚴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類似舉動早已屢見不
鮮。然而這樣的舉動，卻不能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什麼風浪，
不會對香港乃至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什麼損害。當今中國愈發
強大，對於美國多番所謂「對港制裁」，正如中聯辦聲明所
言，無非是「廢紙一張」罷了。外國勢力想要就此等拙劣行
徑，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實在是夜郎自大，癡心妄
想，注定徒勞無功，落人笑柄。

香港國安法自頒布實施以來，香港社會由亂到治，市民生
活重新步入正軌，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不斷向好。過去一年，
香港新股集資額超過5,000億港元，同比增加超過50%。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日前亦發布報告，再次肯定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顯而易見，美國對於香港的無端抹黑早已不攻自
破。美國三番四次的所謂「制裁」，本質上就是色厲內荏的
無聊政治表演，嚇不倒中華兒女。「多行不義必自斃」，美
國若不收斂改正其霸凌主義，一意孤行，相信未來只會是搬
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一直以來，美方時常借民主自由為幌子，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插手香港事務，企圖破壞「一國兩制」，其屢次作奸犯
科、無理取鬧，無恥之心昭然若揭。樹欲靜而風不止，無論
面對任何外來挑戰，身處中國內地或香港的中華兒女都不懼
怕，必將更堅定信心，手握力量，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愛國者治港」及香港國安法，保障社會安全，對任
何插手中國內政、香港事務的企圖都予以沉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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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鎮國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
與展望」專題研討會的講話，全面總結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來對香港發揮了定
海神針的作用，高度概括了「管治能力
強的堅定愛國者」的特質，暢想新中國
成立一百年之際的香港願景，對香港提
出四大期盼。夏寶龍的重要講話，指導
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奮發有為，激勵港人共同努力開創更美
好未來。

夏寶龍這次在更高層面上對愛國者提出
了兩個政治要求以及五個條件。兩個政治
要求，一是確保特區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
人士手中，確保在三場選舉中選出管治能

力強的堅定愛國者；二是堅決把反中亂港
分子排除在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外。五
個條件：一是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做立場堅定的愛
國者；二是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
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三是
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
者；四是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有
感召力的愛國者；五是善於履職盡責，做
有責任心的愛國者。

對愛國者的兩個政治要求以及五個條
件，說明只有確保有管治才能的堅定愛國
者治港，香港才能大有可為。兩個政治要
求以及五個條件是很高的要求。當前，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要確保即將到來

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
選舉、行政長官選舉順利進
行，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權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推動香港實
現良政善治。

夏寶龍暢想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之際的香
港願景，飽含對香港的情懷，立即引起極
大社會共鳴。四大期盼，層層遞進，「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體現了習近平主席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反映中央對推
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對香港民眾福祉
的關心。四大期盼，同樣是中央對於香港
特區管理者的明確要求，在香港踐行以人
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確保未來治港者既愛國又有才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自2019年以來，在中美關係緊張、修
例風波和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多重打擊
下，香港經濟經歷了深度衰退，GDP連續
兩年負增長，結構性挑戰日益凸顯。但隨
着中國內地經濟的加速恢復、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和新冠疫苗接種率的提升，香港經
濟已經開始顯著復甦。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今年第一季度香
港實際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7.9%，扭
轉了此前連續 6 個季度經濟收縮的狀
況，實現V形反彈。在對內地出口強勁
增長的拉動下，第一季度香港整體貨物
出口按年大幅上升30.2%，並已顯著超越
此前貨物出口額在2018年第一季的高
位。其中，香港對內地的貨物出口逾
6,600億港元，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總額
的60%。

香港經濟的內部需求也在逐步恢復。儘
管之前受本地第四波疫情影響，私人消費
支出在第一季度仍實現增長1.6%，整體

投資支出更實現增長4.5%，企業營商氣氛
顯著好轉。隨着經濟開始恢復，勞動力市
場的狀況也有所改善。在2020年12月至
2021年2月間，香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
率曾高達7.2%，但在2021年2至4月間已
下跌至6.4%。

香港經濟從衰退到復甦的過程中，金融
體系展現出相當強的穩定性和適應能力。
近年來，香港銀行業貸款質量按歷史和國
際標準衡量始終保持較高水平，銀行系統
流動性充裕，同業拆息和零售利率繼續處
於低水平。港元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並
在今年1月和2月處於貼近強方兌換保證
水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金融
市場交投活躍、融資暢旺。截至2021年6
月底，香港證券市場總市值達到52.8萬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9％，2021年
前6個月的總募資金額高達4,825億港
元 ，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2,323 億 元 上 升
108％。

內地企業在香港資本市場
中的重要性繼續上升。在今
年6月底，共有1,341家內
地企業(包括291家H股公司、176家「紅
籌」公司和874家民營企業)在香港的主
板和創業板（GEM）上市，佔本港上市公
司總數的52.5%和總市值的80.6%。內地企
業的快速成長為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
了強勁的動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4月的預
測，2021年全球經濟將增長6％，中國經
濟將增長 8.4％，而香港經濟將增長
4.3％。目前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中央
銀行均保持超寬鬆貨幣政策，有利於推動
經濟復甦。作為連接中國內地和全球其他
經濟體的重要橋樑，香港將從日益恢復增
長的貿易和資金流動中直接獲益。

然而，香港經濟復甦的前景依然面臨許
多挑戰和不確定性。

(未完，明日續)

香港經濟復甦的動力與挑戰 (上)
黎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及劉佐德全球經濟與金融研究所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