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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領的中
央宣講團，向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
員及社會各界宣講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別具意義。

今年正值「十四五」開局之年，同時
也是香港由亂及治、由治而興的重要轉
折點，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應
有之義。香港官員和社會各界通過與宣
講團的深入溝通交流，加深認識國家發
展大局和部署，有助於香港在未來的發
展中，更準確地找準定位，把握國家發
展機遇，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
更加穩定繁榮。

「十四五」規劃綱要勾畫了國家未來
五年發展方向，對香港未來如何部署創
新科技、金融、法律、文化及其他專業
服務等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徑，這為
香港帶來了源源不絕的活力和千載難逢
的機遇。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所
說，「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解決各種
問題的金鑰匙」。發展才是硬道理，只
有發展，才能讓香港走得更遠、更好，
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民生安好，香港
自然會長治久安。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是香港發展新
機遇。科技創新水準決定競爭力，香港
作為大灣區城市群之中開放水平最高、
生產要素自由進出度最高、具有最全面
環球商業網絡的經濟體，具有匯聚世界
創科人才、發展領先創新科技的得天獨

厚的優勢。
推動科技創新發展，

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
作用不可估量。香港的
國際資源和科研學術優
勢，能夠和大灣區的科
創產業形成良好的互補關係，兩地協同
創新有利於香港的產業升級轉型。推動
發展全新的科創產業，使之成為將來香
港新的產業支柱，能夠助力香港「再工
業化」、讓香港經濟更加多元。同時，
香港的創科人才也會得到更好的發展機
遇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對於金融業的發展，香港依然要走在
最前沿。隨着內地高質量經濟發展，對
高水平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強
烈，這對香港的金融發展帶來千載難逢
發展機遇。「十四五」規劃綱要再次確
認了國家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風險管理中心等多個功能的肯定和
支持。香港和內地的金融市場將會進一
步互聯互通，推動香港向創新型經濟轉
型，香港在國際上的金融地位也將會更
加穩固。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制使香港迎來良政
善治、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國家「十
四五」規劃又為香港發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這是百年難得的發展機遇，香港必
須要牢牢把握，積極融入國家波瀾壯闊
的發展大潮中，與國家共同發展，譜寫
香港繁榮新篇章。

「三個為了」和「三個不變」體現中央關顧香港
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的宣講活動，引發香港新一波的「十四五」規劃討論熱潮。香港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致辭時強調，這一年多香港的撥亂反正，是為了維護和發展香港市民的根本

福祉，為了實現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了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這「三個為了」，不

僅加強了港人對「一國兩制」前景的信心，而且啟示港人正確認識「十四五」規劃對香港的重

要意義。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強調中央政府堅持改革開放不會變，中央政府在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中央政府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會變。這「三個不變」，說明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一以貫之，大大提振了香港社會的士氣。香港要以主動積極的實際行動，對

接國家規劃，全面構建新發展格局。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十四五」是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
要時期，其中的涉港內容，首次從政治、經
濟、文化等全面陳述對香港發展的重大要求，
涵蓋產業發展、金融擴容、藝術交流等經濟民
生不同領域，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大力支持。

「三個為了」表達初心「三個不變」提振士氣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首場宣講會致辭時表

示，「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解決各種問題的
金鑰匙。這一年多香港的撥亂反正、正本清
源，說到底是為了維護和發展香港市民的根本
福祉，是為了實現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為
了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回看過去一
年多以來，香港的撥亂反正工作有序進行，政
局趨於穩定，為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一國
兩制」前景更加美好。駱主任的「三個為
了」，表達了中央堅定不移實施「一國兩制」

的初心，對香港市民期待美好生活念茲在

茲，啟示港人正確認識「十四五」規劃對推動
香港發展的重要意義。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在「十四五」高
峰論壇指出，中央政府堅持改革開放不會
變，中央政府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
不會變，中央政府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不會變。近年來，面對美國全方位打壓，單
邊主義興起、周邊競爭激烈多變，不少人擔心
香港面對風高浪急的外圍環境如何自處？但歷
史將有力證明，中央始終是香港最強大後盾，
始終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黃
副主任示明中央的「三個不變」，大大提振了
香港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落實「十四五」
規劃、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奮發向上的
發展士氣。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用好中央
的政策措施，必將在改革開放新階段中再放異
彩，香港獨特優勢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
固，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必定更

快更穩。

香港須以實際行動對接國家規劃
對經濟發展作出規劃，是我國的一種制度

優勢。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奇跡之路，就是
以一連串的發展規劃為基石而鋪就。五年規
劃具有科學性和延續性的優勢，「十四五」
規劃對國家和香港都非常重要，香港需要積
極參與其中，抓住機遇發展自己，貢獻國
家。然而，香港長久以來，缺乏對接國家五
年規劃的意識，制約香港更好把握國家機
遇。正如駱主任所言，「香港社會要進一步
把握中央新發展理念要求，凝聚廣泛共識，
全面構建新發展格局。」香港需要在中央的指
導支持下確立規劃意識，深入認識「十四五」
規劃的精神和要求，制定規劃落實機制，確保
做好對接國家五年規劃的工作，特別是要推動
大灣區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通過加強制度和體制機制創新，帶動香港的發
展從理念思路到體制機制，都能與國家規劃對
接。

將「十四五」規劃機遇和優勢轉化為發展成
果，必須展現落實決心，將中央的支持轉化為
行動力。特首林鄭月娥在宣講會致辭時表明，
有了好的規劃，更重要的是執行。她在總結發
言時更引述駱主任致辭指出，駱主任說「不進
則退，慢進也是退」，也是往後特首對同事的
要求。事實上，香港過去十幾年陷入無休止的
政治爭拗，內耗不斷，行動幾近停滯不前，錯
失不少機遇，發展非常緩慢，許多深層次問題
懸而未解，教訓不可謂不深刻。香港今後更要
以主動積極的果斷行動，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不僅要追落後，更要迎頭超前，以聚精會神搞
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堅定決心和實踐意
志，在與國家全面構建共贏發展新格局中再創
輝煌。

中央派遣高規格宣講團到香港立法
會講解「十四五」規劃。過去中央也

曾派官員向特區政府官員講解內地的政策，但是到臨
時立法會向議員舉辦宣講會，這是第一次，別具歷史
意義。這類講座有助議員跟中央官員交流，獲取第一
手資訊，緊貼國情港情，提升議事能力。

發展是香港最重要主題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於發言中說：認清國家發展

規劃要求，全面把握發展方向。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黃柳權也指出：發展是解決香港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
鍵。過去有一段時間，香港流於政治爭拗和內耗，忘
記了「發展」這個最重要的主題。

黃柳權副主任言簡意賅，把整個「十四五」規劃綱
要的重點歸納起來。他提到，要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
會保障、豐富精神文明、建設良好的社會法治。這一系
列的舉措和目標，都是為了回應人民美好生活的嚮往，
是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值得特區政府借鑑。

雖然香港有良好的法治體系和傳統，但要想社會發
展得好，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全面」。中央非常重
視這個觀念，盡量取得平衡使社會每一方面都合理地
發展起來。

推動香港發展立法會責任重大
黃副主任特別提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表示，沒

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安全。過去的一段時間，市
民深深認識到，社會穩定才可以謀發展。立法會對於
推動香港發展有重大責任，早前通過的一系列法案，

對社會恢復正常起到正面作用。黃副主
任鼓勵立法會要繼續推進香港法律與時
俱進，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香港在
「一國兩制」之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發展過程
要與內地互補，主動擁抱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內地，
對香港有莫大的益處。宣講會明確指出，香港在融入
「雙循環」時要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積極與內地作互動
對接，達成粵港澳協同發展。與會的中國人民銀行金融
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就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合作指，截至
去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對外經濟貿易投資活動裏，人民
幣結算比例已超過52%，說明了國際投資者接納人民幣
結算是大勢所趨，而人民幣是香港經濟發展的「血
脈」，香港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擁有完善的金
融體系和制度，在此環境下，香港有條件發展為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以及離岸人民幣樞紐。

香港社會要和諧穩定，才可以迎接「十四五」的發
展機遇。常言道：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十四
五」規劃已經準備好讓香港融入大灣區，特區政府在
這方面要多做工夫配合，發展北區及港深邊境地帶，
打造中環主力外循環、香港北部主力內循環的雙中心
格局。在大灣區所有城市之中，香港是最國際化的城
市，所以香港有責任向全世界介紹大灣區，把世界的
人才和資金引進來。

中央對香港期望甚殷，香港要全力以赴，把大灣區建
設好，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國家作為香港的強
大後盾，有「十四五」規劃為香港提供重要機遇，特區
政府一定要全面發展，努力破解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
未來發展才會愈來愈好，看得見光明前景。

全面發展香港 強化經濟命脈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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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新一屆選舉委員會選舉9月19日舉
行。綜觀新一屆選舉委員會提名名單，
新增多個地區組織代表，地區人士多年
來深耕細作，他們能夠加入選舉委員
會，把市民尤其是草根階層、弱勢社群
和鄉親的聲音帶入委員會，符合市民的
期望。新選委會的代表，增加了不同界
別和階層的代表，有利贏取市民大眾的
認受與支持。

地區事務林林總總，倚重各地區團
體合力應付。舉個例子，面對大廈管
理問題，成立業主委員會還是業主立
案法團，今時今日仍然讓不少私人樓
宇住戶糾結。私樓業主經常要向分區
委員會和各基層社團諮詢，包括如何
動員大廈各業主積極參與大廈事務，
如何遵守物業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
如何監察法團妥善運作等等，無論大
型屋苑或舊式單幢唐樓，都是經常面
對的問題。

沙田和港島東均有老牌大型屋苑至今
還沒有組成法團，問題可見一斑。基於
單位數目、大廈結構或業主素質迥異，
每次籌組大廈法團衍生的問題，都是獨
一無二，業主必須依賴熟悉地區的團
體，提供適當的協助。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後，既要聘任物業管理公司，又要負
責大廈定期維修、執行強制驗窗、升降
機更新系統等一連串工作，業主都需要
專業的意見。

經常有媒體報道，有私樓維修外判商
涉嫌圍標斂財、管理公司挪用巨額公
款、法團濫權等事件，若大廈附設商
場、酒樓、護老院、停車場等持有較多
業權份數的業主，同座個別小業主，如
要掌握法團控制權保障自身權益，更須
花費相當大功夫。政府雖然透過民政事
務總署旗下的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提
供法團支援工作，但運作多年，業主普
遍反映該署服務尚沒到位，法團實際上
往往要另聘專業人士提供法律和顧問服
務，市區重建局近年也有推出 「樓宇
復修綜合支援計劃」、「招標妥」等服
務，但舊樓業主詬病申請手續繁複，長
者業主們最後都要尋求地區團體的指
導。

基層社團和同鄉會默默建樹，服務基
層和新移民，新選制下的選委會加入地
區組織代表，更能充分代表香港各階層
聲音。市民細心研究思考，應該知道新
組成的選委會更具完整性，更具信心和
更擁護新的選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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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專程來港，與本港各界交流
研探「十四五」規劃心得，助香港各界看清發展路向
和前景，再次展示中央對香港關心、愛護和支持。
「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千載難逢的機遇，香港必
須坐言起行、奮起直追，把過去浪費的時間追回來，
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開創香港發展新格局。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香港
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念茲在茲。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曾強調，「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
於增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融
合發展的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援」。「十四五」規
劃是國家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
宏偉藍圖，「十四五」規劃設立專章，從金融、航
運、貿易、航空、創新科技、法律服務、文化等領域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從體制機制、平台建
設、互聯互通、交流合作等多方面支援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央已經出台金融互聯
互通、擴大專業資格互認、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支
持青年就業創業等系列政策，未來還會推出更多惠港
利民政策。「十四五」規劃從經濟、民生、社會發展
等各層面、全方位鞏固香港的競爭優勢，為廣大香港
市民謀福祉。

「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創造的發展機遇擺在眼前，
關鍵是香港要大膽擁抱機遇，把機遇轉化為發展的源
源動力，讓廣大香港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過去相

當長時間，香港社會「泛政治化」，導
致香港停滯不前，整個香港和廣大市民
淪為最大受害者。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
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香港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掃清了干擾發展的政
治阻礙，香港聚焦發展、把握「十四
五」發展機遇正當其時。

在過去短短三個月，立法會先後通過了四項支持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議員議案，包括以口岸經
濟帶動新界北發展、積極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
機遇、積極把握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振興
疫後經濟和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展香港在粵
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等。事實證明，落實了「愛
國者治港」，香港重回發展正軌，堅守「一國兩
制」初心，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下，必定能提升特區
管治效能，實現良政善治，這正是中央和廣大香港
市民所喜聞樂見的。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指出，全球發展的最大機遇在
中國，香港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隨着國家「十四
五」規劃的實施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的確立，香港正
面臨新一輪歷史發展機遇，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我們
堅信，在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香港一定
能夠打造新優勢，作出新貢獻。香港各界要迅速行動，
在「十四五」規劃中清晰定位，做好與國家的對接，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貢獻國
家、成就自己，做好今天、贏得明天。

清晰定位對接國家 開創香港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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