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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國家載人
航天飛船神舟十二號
3名航天員在天宮太

空站，與香港青少年進行了一場「天
地對話」。這次「天地對話」正如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所說，是中央送給
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少年一份跨越天
地的特殊禮物，更是一堂展示民族自
豪感的國民教育課。

為什麼說這次「天地對話」是中央
送給香港同胞的特殊禮物呢？剛剛中
央電視台播放的《開學第一課》中，
也邀請了天和核心艙的航天員進行天
地連線，對內地的學生進行了一次別
開生面的太空課堂，介紹了空間站的
環境、教授了「巡天太極」的動作和
用筷子夾水的「表演」。但是中央還
特地為香港學生舉行了這次「天地對
話」，這次的「天地對話」其實就是
我國航天員對香港學子進行的一次太
空授課，從航天員如何在太空中喝
水，到認識我國自主研發的天宮太空
站各種設備和布置，甚至還有航天員
製作了精美的簡報跟青少年們解釋空
間站的水循環等等的科普知識，可謂
是更加深入淺出。

眾所周知，繼2005年美國航天員在
奮進號太空穿梭機進行人類史上「太
空第一課」之後，中國是第二個進行

太空授課的國家，而且
這一次的「天地對話」
比美國當年的太空授課
多了更多的互動，在香
港與距離地面390多公
里外的空間站對話，無
論是聲音還是畫面全無卡頓，背後是
科技力量的支持。中國組建了一個天
鏈系統協助核心艙與地面通訊連結起
來，就好比是「衛星的衛星」，據說
天宮空間站中的下行傳輸速率是
1.2Gbps，相當於 5G 通訊技術的速
度，而國際太空站只是不到200Mb-
ps。

作為前線教師，當然會推薦學生們
去觀看這次的「天地對話」，讓學生
親身感受祖國科技的進步，同時也要
借此機會告訴我們的學生，今天的中
國在不少太空科技領域上不但在追
趕，更有地方開始實現彎道超車。更
重要的是，筆者相信這次的「天地對
話」只是一個啟蒙，激發青年人對太
空探索的嚮往。香港在國家「十四
五」規劃中的一個重要定位是創新科
技，今天我國的航天科技中已經不乏
香港高等院校研發的成果，未來在創
科教育的推動下，相信香港可能還會
出現參與國家航天計劃的科學家甚至
是航天員！

把握前海擴區擴容機遇 開創港深合作新局
中央公布「前海改革開放方案」，擴區又擴容，顯示中央對港深合作寄予厚望，希

望通過新模式、新創造、新突破，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朝更高水平開放邁進。香港

進一步加強港深合作順勢而為，適逢其時，共同把握前海機遇，用好中央政策支持，

找準「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的交匯點，進一步推出一系列合作項目協議，定能

在發展新階段的關鍵時期乘勢而上。香港當前須加快將新界北打造為「融合之區」，

有效對接深圳發展，全面推動港深合作更上一層樓，促進兩地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

活，在「十四五」規劃過程中把握更多新機遇，共創港深更亮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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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國務院昨日發布《全面深化前海
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同日率領多位官員前往深圳，出
席港深高層會晤暨2021年港深合作會議，兩地
政府簽署協議，加強創科及法律合作等。香港
當前進入良政善治新時代，「前海改革開放方
案」的推出，港深合作進一步強化，社會各界
對香港未來發展充滿期待。

發揮港深的大灣區「雙引擎」功能
深圳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之

前與香港結成「前店後廠」模式。隨着深圳經
濟逐漸拾級而上，騰籠換鳥，產業轉型，現已
成為全國最先進的創科中心之一。深圳前海港
深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成立以來，推出了多項面
向香港的開放措施，讓港人港企更踴躍參與前
海發展。中央公布「前海改革開放方案」，將
前海合作區的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大幅擴

展至120.56平方公里，並強調推動前海高水

平對外開放，推動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
在前海建立與香港聯通、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
業體制等，擴區又擴容。這顯示中央對港深合
作寄予厚望，希望通過新模式、新創造、新突
破，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朝更高水平開放邁
進。

「前海改革開放方案」的公布，加強港深合
作適逢其時。「前海改革開放方案」全面深
化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系
統優化港深合作布局，是中央支持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戰
略部署。中央先後出台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
舉制度，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香
港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香港社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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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向前發展的題中之義。香
港透過加強港深合作，共同把握「前海改革
開放方案」機遇，用好中央政策支持，找準

「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的交匯點，進
一步推出一系列合作項目協議，香港定能在
發展新階段的關鍵時期乘勢而上。正如林鄭特
首所言，「前海改革開放方案」的推出，將有
利推動更高水平的港深合作，發揮兩地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雙引擎」的功能。

港深攜手尋求更多政策創新和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毗鄰深圳的新界北，過去是

香港的邊陲地帶，經濟發展遲緩、工作崗位
少，規劃規模趕不上港深合作的進度要求。事
實上，深圳靠近香港邊境地區的發展一日千
里，已是深圳的「口岸經濟帶」，羅湖、東門
成為深圳最先發展的商貿地區，深圳灣口岸
2007年啟用後，前海、南山一帶更發展成深圳
的高新科技重鎮。新界北發展滯後，不能有效
對接深圳發展，無可避免制約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隨着「前海改革開放方案」的公布實
施，香港必須加快將新界北打造為「融合之

區」，制訂新界發展新定位，發展全新的商業
中心區，規劃港深「口岸經濟帶」，務求全面
配合港深合作更上一層樓的需要，作為投入大
灣區建設、推動「十四五」規劃落實的重要舉
措。

「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向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規劃，香港和深
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兩個中心城市，是推
動「十四五」規劃的區域重心，港深兩地需
要按照國家規劃深化合作模式。過去 40 多
年，港深同行，互相促進，互相成就，「前
海改革開放方案」的公布，不僅是港深進一
步加強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獨特優勢
更加彰顯的發展舞台。港深兩地攜手互利共
贏，繼續促進港深人流、物流、資金流互
通，尋求更多政策創新和突破，促進兩地經濟
發展，改善居民生活，定能在「十四五」規劃
實施過程中把握更多新機遇，共創港深更亮麗
未來！

警方國安處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去信「支聯
會」常委，要求他們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成員名單、收
支情況等多項資料。「支聯會」日前召開記者會，其
間，戴上了印有「港獨」 口號的口罩、身為大律師的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一如以往以囂張跋扈的姿
態，聲言「支聯會」不會向國安處呈交任何資料之立
場，理由竟是她不欲開壞先例，「從而容許當局無限
追溯期地要求交任何資料」。鄒幸彤會上代表窮途末
路的「支聯會」公布，將於月底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進行解散決議，同時她否認支聯會是「外國代理
人」，更堅稱警方並無提供理據。對此保安局嚴正警
告「支聯會」須立即懸崖勒馬，社會各界支持警方徹
查「支聯會」。但「支聯會」繼續負隅頑抗，昨宣布
今天下午會到警察總部，向警務處處長遞交信件，交
代拒絕向國安處提交資料的原因。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規定，一個
團體受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外國的指使、監督，甚至收
受外國金錢上的資助，而該團體又在香港為提供金錢
或監督、指使的組織而行事，該團體就是一個「外國
政治性組織在香港的代理人」。從「支聯會」及其骨
幹成員多年來的行徑及罪證，可以得出綜合結論，
「支聯會」絕對符合法律上「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
代理人」的定義。

以鄒幸彤為例，其早於2012至2018年已出任與
「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
組織香港分會」之執委及公司董事；2016年4月，她曾
赴印度出席接受「NED」資助的美國反華組織「公民力
量」舉辦的第11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並與「藏

獨」分子達賴喇嘛會面；華人民主書院多年以來均依靠
NED 的資助運作，與台灣民進黨、「台獨」及海外反華
分子有緊密聯繫，而「支聯會」副主席兼董事何俊仁，
正是該書院創會董事；「支聯會」前董事陶君行則是該
書院現時董事及公司秘書。「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曾在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翌日，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
證會，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因此，「支聯會」多年來的公開罪證，已鐵證如山
地證明「支聯會」及其骨幹成員符合「外國代理人」
的法律定義，故警方絕對是合法地行使其索取資料的
權力。「支聯會」的管理層包括具有法律背景人士，
理應對法律有正確認識，但如今高調表明拒絕守法，
並以歪理將自己的違法行為合理化；鄒幸彤明明對自
身一向以來的違法行為心知肚明，但仍然囂張地抹黑
執法部門的合法要求，鄒幸彤將國安處依法辦事扭曲
為「國安處執法無須解釋、無須任何理據」，明顯顛
倒是非黑白、強詞奪理；明明是鄒幸彤為隱藏「支聯
會」的罪證、維護外國主子而拒交文件，卻將執法部
門的合法行動曲解為「濫權」，別有用心地挑動公眾
對政府的不滿，在「支聯會」解散前仍不忘用盡最後
一口氣煽動仇恨、誤導公眾。

「支聯會」長期勾結外國勢力，大肆反中亂港，支
聯會每年組織、煽動所謂集會散播謊言、騙取捐款，
如今均已全部被揭穿，在公眾心目中，「支聯會」早
已成為「過街老鼠」。現時，「支聯會」唯有懸崖勒
馬、配合警方要求，主動提供資料，否則，執法部門
便必須即時果斷執法，將「支聯會」依法嚴懲，彰顯
法治公義，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支聯會」囂張頑抗 必須依法嚴懲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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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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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下稱《方案》）9 月 5 日亮
相，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一線」和
「二線」 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
面積是澳門近三倍大，這個合作區將
屬省級管理。澳門現時人口不到70
萬，長期依賴內地勞工每天入澳工
作，要推動這個龐大的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發展，澳門對人力物力的需求
殷切，可想而知。香港毗鄰澳門，為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為
推動大灣區建設新高地，港人應義不
容辭，積極投入參與建設，更應視為
港人進入大灣區發展的最佳機遇之
一。

《方案》內容涉獵廣而深，預期香
港工商界和青年人有能力和有機會參
與的範圍數不勝數。舉個例子，《方
案》當中一個項目是發展科技研發和
高端製造產業，點名大力發展新能
源、大數據、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產
業和第五代移動通信（5G）應用等。
上述的醫藥產業，《方案》有提出合
作區生產的中醫藥產品、食品及保健
品，允許使用「澳門監造」、「澳門
監製」或「澳門設計」標誌，對澳門
研製符合規定的新藥實施優先審評審
批。上述各項高新科技，本港的大學
一直有相關研究，香港學者和科研人

才，與及生物醫藥企業相信都可以在
合作區大展拳腳。

《方案》另有一項是建設橫琴國際
休閒旅遊島，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
行，這個機會帶給本港旅遊業新出
路。現時大灣區各城市相比，遊艇業
發展最具經驗最完善的要算香港，故
此灣區遊艇業未來將會給香港擔當一
個重要角色，業界與澳門同業優勢互
補，可以聯手打造海灣旅遊區，前途
無限。加上該項目會馬上帶來的船隻
採購、保養維修等配套職位，所以本
港配合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帶動的就
業和商機，不可低估。

本港金融服務業水平在大灣區首屈
一指，《方案》提出發展現代金融產
業，充分發揮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
口作用，支持合作區打造中國－葡語
國家金融服務平台；支持澳門在合作
區創新發展財富管理、債券市場、融
資租賃等現代金融業；支持合作區對
澳門擴大服務領域開放，降低澳資金
融機構設立銀行、保險機構准入門
檻。以上種種要求的金融人才，預計
都會招募本港業界公司和專家參與，
合作區將會是本地金融業者發揮的良
好新舞台，本港金融界要善用跨境金
融管理的經驗，為成功建設合作區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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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俊 城市智庫研究員

選舉委員會即將進行選舉。這是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一步。香港由亂及
治、重回正軌，廣大市民對香港由治向興期待更殷
切。中央一以貫之挺港惠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
港最大機遇，日後愛國的治港者必須有擔當、敢作
為、接地氣，齊心協力解決市民最關心、最着急的民
生問題，讓市民分享更多新制度紅利，為「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定打下更牢固根基。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目的是
為了香港更好發展，為市民謀福祉。香港過去長期受
泛政治化的干擾，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土地房屋、貧
富差距、青年向上流動等深層次矛盾得不到有效解
決，成為影響香港和諧穩定的不利因素，這些矛盾更
被外部勢力和本港反對派利用炒作，藉以攻擊抹黑中
央和特區政府，直接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違法
「佔中」、修例風波的發生，就與經濟發展不平衡、
民生改善不到位有直接關係。

民生無小事。落實「愛國者治港」，一個根本目的
和任務，就是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花大力氣採
取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解決，辦讓廣大市民看得見、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實事。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解決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世
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循
環的新發展格局，穩步推進「十四五」規劃、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重大規劃，堅持落實改革開放，中華民

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勢不可擋，
全球發展最大機遇在中國，香港的最大
發展機遇在內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是大勢所趨、機遇所在。把握國家發展的黃金機
遇、集中力量謀發展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改善民
生的不二途徑。

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發展，對香港
市民念茲在茲，從金融、航運、法律服務及文化等方
面支持香港，在體制、平台建設、交流合作等支持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近期「港澳藥械通」等惠港利
民的措施正陸續推出，讓香港與國家一樣有光明的發
展。

日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強調，對接國家
「十四五」規劃，不僅包括政策對接、產業對接、市
場對接，也包括理念對接、思路對接。內地成功控制
疫情、敢於打破利益壟斷、推進共同富裕，正是立足
以民為本、為民謀福，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獲得人民
高度支持，也凝聚了國家克服艱難挑戰的巨大力量。

未來的管治者也要善於為民眾辦實事，為民愛民、
擔當作為，樹立市民至上的服務意識，勇擔當、敢碰
硬、善作為，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
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
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
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施政
業績取信於民，不負中央和港人的信任、期望。

把握國家機遇 改善民生為民謀福
沈家燊 中華海聯會常務理事 中國僑聯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