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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當中在土地規劃及房屋方面「重錘出
擊」，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值得支持。當
局既要有高瞻遠矚的宏觀戰略眼光，同時
亦要具備微觀貼地的執行力，做好縮短公
屋輪候時間、精簡土地開發流程等深入細
緻的具體工作，訂出問責時間表。

筆者一直關注大嶼山填海造地解決青年「上樓 」困難的
問題，並曾向政府提出過相關建議，望政府切勿長期停留
在「研究」階段，藉此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土地由開發到可供建屋涉及多項法定和行政程序，政府
效率低一向為人詬病。香港回歸以來經歷四任特首，每一
位都非常重視房屋問題，但都無法解決。在「愛國者治
港」的新情勢下，「泛政治化」已排除，國務院港澳辦夏
寶龍主任提出要「告別劏房」、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再次帶
隊落區探望劏房市民，當中傳遞出一個明確信息，就是中
央始終關心民生問題解決，林鄭特首表現出來的積極姿態
市民樂見其成，為免流於「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弊習，
要痛下決心摒棄官僚作風。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施政報告順應時代大勢，提出建
設「北部都會區」，這個面積達300平方公里的都會區，
覆蓋由西至東的深港口岸經濟帶及更縱深的腹地，將盡享
港深優勢互補、融合發展的紅利，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這一規劃有助解決房屋問題和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一舉兩得。這個香港新中心目標達成之日，「國家
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好」盡在不言中。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指出，「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期望特區政府
以乘風破浪的意志和決心，為新界北發展定下短、中、長
期目標，並要有問責機制，這樣才能在融入國家發展的大
時代，創造香港發展新方向、新空間。

「支聯會」這個反中亂港的組織成立長
達32年，禍港劣跡既深且廣，是香港一大
毒瘤，必須剷除。「支聯會」成立的目
的，就是配合西方妖魔化中央，煽動人民
仇恨中央，長期叫囂「結束一黨專政」，
企圖顛覆國家政權。

「支聯會」的所作所為顯示它的存在確實有危害國家安
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風險，「支聯會」所作的壞事
罄竹難書，其中可能涉及違憲違法的事情多不勝數，嚴重
損害香港及國家利益 ，日前雖宣布自行解散，但是，正如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任何組織都有權
自行解散，但組織如有違法行為，並不會因為解散而不需
要負上法律責任。

「支聯會」所犯罪行絕對不會因解散而一筆勾銷，特別
是在國安法通過以後，「支聯會」仍極度活躍，有些活動
行為已極可能違反國安法，香港警方國安處此前已指控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等頭目
「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對於「支聯會」，要特別針對調查他們與外國政府及反
華政治組織、「台獨」組織等的關係，他們的資金來源、
資金用途等等，他們極可能同時干犯分裂國家、勾結外國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資助或策劃恐怖活動等嚴重罪行。實
施香港國安法，為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的局面，各路反中亂
港組織分崩離析，香港重回正軌正是大勢所趨、人心所
向。警方必須依法全力徹查，追究到底，不能讓反中亂港
犯罪分子有任何逃避法網的機會。除惡務盡，絕對不能姑
息，否則香港將永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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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恩 民建聯常委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中律協創會副會長

習主席鄭重宣示祖國必定統一強大意志和能力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會的重要講

話，發出五方面重大宣示：一是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表明「以和

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仍是祖國大陸的主要目標；二是

嚴正警告「台獨」分裂勢力，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

國、分裂國家的人，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

判；三是鄭重宣示，台灣問題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

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四是表明台灣問題必將隨

着民族復興而解決，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日益

增強的強大國力，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

現，也一定能夠實現；五是提倡弘揚孫中山先生振興中

華的精神，對於團結和鼓舞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推動

祖國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在紀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大會上，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
表重要講話，強調實現統一是孫中山先生生前
的遺願，指出緬懷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的歷
史功勳，就是要學習和弘揚他們為振興中華而
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勵和團結海內外全體
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
鬥。

解決台灣問題關鍵在於祖國強大
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定性因素在於祖國大陸的

發展強大。習主席在講話中，全面總結了辛亥
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其中最重要的是兩
條：

第一，必須要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
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產
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
擇，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繫、命運所繫，

只有堅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才能

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

第二，必須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習主席強
調，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
族復興而解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
強在中華大地上恣意妄為，封建統治者孱弱無
能，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
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
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孫中山先生說
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
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
害。」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演
進大勢所決定的，更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意
志。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強國時代，完成祖
國統一大業的雄厚基礎和綜合能力正在不斷增
強。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
一定能夠實現！

反「台獨」反外來干涉推進和平統一
習主席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同時

指出面臨兩方面的威脅：一是「台獨」分裂勢
力，二是外來干涉。

習主席說，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
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我
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這表明「和平統一」仍是祖國
大陸的對台政策主軸。由於「台獨」分裂是祖
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所以，習主席發出嚴正警告，凡是數典忘祖、
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
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然而，民
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在昨天的講話中，仍然
鼓吹謀「獨」言論，圖謀勾連外部勢力，再次
暴露民進黨當局謀「獨」本質。如果民進黨當
局一意孤行下去，不回到「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的正軌，停止謀「獨」挑釁，等待他們的必
將是一個可悲的結局和歷史的無情審判。

還需看到的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國際上某些反華勢力糾合起來，打

「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妄圖重演70多年前
朝鮮戰爭的一幕來阻止中國統一。習主席再次
向世界宣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
何外來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
強大能力。這顯示了祖國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
定力、決心和信心。

香港在統一大業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
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與辛亥革

命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在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中央頒布實施
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全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開啟了香港長治久安的
新階段。香港社會要弘揚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
命先驅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推動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香港在推進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特殊重要角色，為推進祖國統一
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無
愧於時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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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三行政長官發表新
一份施政報告，展開了一

幅香港未來20年發展的藍圖，在多方面展
現了突破性思維。

這份施政報告內最矚目的篇章，當然是
「北部都會區」的構建。該區的涵蓋範
圍，由已發展的天水圍、元朗及粉嶺/上水
等地區，橫跨至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
厦村、元朗南、新田/落馬洲、文錦渡等新
發展項目，區內包括7個跨境陸路口岸。

「北部都會區」的重大突破性思維，是
終於擺脫過去與內地分隔的「維港迷
思」，充分發展與內地連接的北部區域，
為加緊港深互動做好規劃。「維港迷思」
是指死守早已失色的地區性優越，拒絕與
國家融合發展的心態。過去十多年在攬炒
派為禍之下，不但不講融合，更不斷與國
家搞對抗，任何能與國家融合的發展，必
定竭力阻撓。抹黑高鐵「一地兩檢」，就
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不過，在中央全力協助下，香港國安法

出爐，選舉制度得以完善，政治阻撓全面
掃除，香港終於可以搭上國家高速發展的
列車，融入大灣區發展，大展拳腳。今次
「北部都會區」的構建，包括了實際上的
道路、鐵路連接，例如元朗洪水橋有計劃
興建鐵路，連接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也包括了經濟上的互動，例如該區將
會建設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新田/落
馬洲則配合深圳推動創科發展；而東邊的
大鵬灣/印洲塘，亦會構建生態康樂旅遊
區，結合兩地的生態保護，促進旅遊業發
展。軟件、硬件雙軌融合，與作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系的祖國加強連結，將為香港
帶來亮麗的發展前景。

另一項突破性的思維，見於宜居宜業的
城市規劃。過去新市鎮規劃以居住為主，
天水圍、馬鞍山等區欠缺就業職位，居民
必須長途跋涉跨區工作，既加重市民交通
開支負擔，亦造成上下班時間道路交通的
超負荷。但「北部都會區」除了能容納250
萬人口居住，亦提供約65萬個職位，包括

15萬個創科職位，區內職、住
結合，免卻舟車勞頓上下班的
苦況，也可減輕交通費開支。

「北部都會區」的構建雖見鴻圖大計，
但是發展計劃全面落實要20年時間，實在
過長，當局必須一改過去等運到、等時間
過、等機會來的「三等」手法，改革行政
機制、縮短工作流程，並修訂法例以精簡
法定程序，從而加快拉動該區的發展。

幸好今次施政報告亦提出了公務員敍用
的新思維，以用人唯才原則提拔公務員，
一改過往論資排輩的晉升安排，讓有心有
力有擔當的公務員可獲破格提升，希望日
後身居要位的公務員團隊，能帶頭改變過
去因循的習氣，以更積極進取的態度，為
市民謀幸福、為香港做實事。

施政報告既展現了突破固有格局的思
維，那就不能讓它成為空話，加快與國家
的融合，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提速。
我們必須拚盡全力追回落後了的20年時
間，因為香港承受不了再等20年的代價。

香港承受不了再等廿年的代價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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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在發展規劃、改善民生、強化管治效
率等方面都展現了新思維、新氣象。施政
報告勾畫了香港未來融入國家發展的宏大
藍圖，值得肯定和支持。

當中規劃「北部都會區」以推動香港進
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展示了建設新界
北都會區的宏圖，以及銳意推動創科、解
決住屋問題的雄心，令人感到政府敢於突
破思維框框，以新思維解決沉積已久的經
濟民生大難題。

施政報告用了最多的篇幅在「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和「規劃未來」兩大篇章。尤
其令人矚目的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是大膽突破，將對香港發展格局產生深

遠影響。今次發展新界北，是首次衝破香
港與深圳之間的界線，正如林鄭月娥指
出，這是「一國兩制」下首部特區政府編
制，在空間觀念、策略思維上跨越深港兩
地行政界線的策略綱領，充分考慮了國家
在「十四五」規劃中對香港的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的期盼，以及「前海
方案」為香港帶來的大量機遇。

施政報告並提出「雙城三圈」概念，未
來的新界將憑藉鄰近深圳的優勢，成為大
灣區的中心地帶。這顯示政府作出堅定選
擇，以更加主動積極的態度，全面配合國
家「雙循環」發展格局，融入大灣區，與
深圳攜手達至「1+1>2」的協同效應，明
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戰略理念、戰

略部署。
全球發展最大機遇在中國，

香港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十四五」
規劃，大灣區建設、「前海方案」等凸顯
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為香港開拓更廣
闊的發展空間。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
區」，可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
易為春」，盡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妙。

政府往後實現「北部都會區」宏圖時，
仍會面對利益集團、地區勢力以及內部官
僚主義的阻力，所以政府要坐言起行，以
人民為中心，保持敢於求變的意志，訂下
清晰目標和具體時間表，全力推動執行，
開啟良政善治新征程，早日讓市民有獲得
感。

「北部都會區」體現創新發展思維
周厚立 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新一份施政報告描繪香港未來20年發展
藍圖，具新思維、有擔當，獲得社會各界
廣泛好評。報告在近年備受關注的青年問
題上同樣有新意，推動青年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成為建設國家和香港的棟樑，
展現特區政府對國家和香港未來負責。

近年，有別有用心勢力利用本港各種深
層次矛盾，不停煽動青年對特區政府和
「一國兩制」的不滿，誤導青年「違法達
義」、縱暴煽「獨」，嚴重影響香港法治
穩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幫助青年
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丶引導青年健康成
長，受到中央及香港各界的關心和重視。

施政報告建議重組民政事務局為青年及

地區事務局，這是特區政府首次提出以
「青年」為主體的決策局，以跨部門合作
思維提出丶制定更貼合青年的政策，也有
利於政策具體落實。

施政報告鼓勵青年參政議政，表明青年
委員會推薦計劃恒常化，委任更多青年代
表進入政府各諮詢委員會，廣泛聆聽丶吸
納青年的聲音和意見，繼續支援青年拓展
在內地創業、就業、實習和交流的機會，
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以多方位支持，與
青年同行，扶助青年發展。

除學業丶就業丶創業等個人發展提供支
援外，施政報告提出要建立學生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投放更多資源丶加強與學校合

作，推展價值觀教育，方向正
確，捉住關鍵丶開出解決問題
的良方。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是
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
家的希望在青年，香港的未來也在青年。中央
近年不遺餘力推出諸多惠港青的政策，施政報
告也特別關心支持青年，包括義工聯盟在內的
社會各界願與特區政府攜手合作，建立更有效
渠道，聆聽不同背景青年的心聲，提供更多支
援，幫助他們解決對學業、事業、房屋、向上
流動、發展潛能等不同範疇的問題，更注重培
育青年正向思維，成為有擔當、有理想，願意
為國家、為香港未來奮鬥的新一代。

施政報告扶助港青對未來負責
馬少福 香港義工聯盟青年發展基金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