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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要為民解決問題 香港政制發展必循之路
新選制下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即將全面展開。習近平主席

黑色暴亂衝擊之後，終於迎來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

自然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和感受。新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的民

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習主席關於民主的論述，深

主政制真正復歸正軌，按照新選制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

刻揭示一切政制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發展、為人民謀福

帶動全社會共同努力，發揮好民主推動民生的制度優勢，

祉。對於民生和民主的關係，香港經歷過泛政治化特別是

實現良政善治，造福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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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發
表重要講話，強調民主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
解決的問題。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於有利
於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前發展，增強這個國家或
地區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習主席的這個論
述，正是驗證香港民主好壞的重要原則。

民主論述具指導意義
香港過去多年的泛政治化，從根本上遠離了
政制發展的初衷。立法會被連年拉布甚至暴力
衝擊拖垮，黑暴下的區議會更成為反中亂港分
子的政治表演舞台，置社會民生於不顧，不斷
消耗香港優勢，打擊香港經濟民生。這樣的立
法會、區議會，勾結外國勢力，支持分離主
義，縱容黑暴禍患，陷廣大市民於危難中，

使香港深陷「政治泥沼」難以自拔，這豈會是
香港社會追求的好民主？
習主席關於民主的講話，清楚說明了民主的
本質特徵和意義所在。習主席提到，民主不民
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
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
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
什麼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
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程
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
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
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
制約。習主席的講話，對香港如何按照實際情
況發揮新選制下的民主制度作用，為香港市民
謀福祉，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發揮完善選制的力量
新選舉制度能夠推動香港向前發展，所有立
法會參選人的參選資格受到候選人資格審查委
員會嚴格把關，以落實「愛國者治港」總體要
求，排除反中亂港分子進入憲制架構，為香港
政治制度平穩運行保駕護航。立法會規模增至
90 席，擴大了立法會的覆蓋面，提高了其代表
性。將立法會議員分成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
界別選舉、地區直選三種方式產生，有利於把
各方面的代表吸收到立法會，更能體現代表
性、均衡性。根據新選制有關均衡參與、行政
主導、與時俱進原則產生的新一屆立法會，將
促進香港社會政治生態良性發展，提高議事品
質和效率，更好支持和監察特區政府依法施

行政立法辦實事 由亂及治翻新篇

梁熙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如今本港社會逐步安定，施政環境得
以改善，局面得來不易。特區政府應該
團結一切力量，建設好香港。本港社會
歷年來積聚了不少深層次矛盾，包括一些市民的住屋
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貧富的差距有所擴大、年輕一
代缺乏向上流動的機遇等，為政者必須正視，設法修
補社會撕裂，促進社會復和，凝聚民心，致力化解社
會矛盾，聚焦發展。
香港要進一步發展，亦必須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最獨特的優勢，是實施「一國兩制」，對參
與國家發展有「近水樓台」之利，應該以粵港澳大灣
區及「一帶一路」建設為基礎，積極參與國內國際
「雙循環」和國家「十四五」規劃。事實上，相關的
優惠政策和開放措施已陸續出台，中央在公布加深粵
澳合作的「橫琴方案」後，早前又公布了「前海方
案」，將前海總面積擴大至120平方公里，是原來的
8 倍，「擴區」加「擴容」，聚焦與香港優勢領域合
作，推動發展，引進更多香港專業服務，可以說是粵
港澳合作共贏的又一支強心針。
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已於9月順利產生，今年12月和明
年3月，本港將相繼進行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必將
有助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實現良政善治。展
望未來，行政立法相輔而行辦實事，香港由亂及治翻新
篇，社會就能重新走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軌，切
實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廣大市民共同受惠。

香港須擔當講好中國故事的使命

2019 年的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暴力氾
濫，立法會的議事秩序被攬炒派議員肆意破壞，不能
正常審批撥款與處理法案。2019年7月1日立法會大
樓更遭到暴徒闖入，大肆破壞，滿目瘡痍，令人無比
憤慨和憂心。隨着香港國安法的落實，以及完善選舉
制度，本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社會逐步安定，
實現了由亂及治的轉變，「愛國者治港」原則成為主
流共識，行政與立法亦恢復良性互動，這些都是有目
共睹的積極變化，也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奠定更穩固的
基礎，以及展現更廣闊的前景。
在立法會內，隨着反中亂港分子相繼離職，拉布和
無謂的政治爭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制力量的理性
論政，向社會展現了一番新氣象，審議法案與撥款都
正常化。本立法年度財委會通過了約 2,267 億元的工
務工程撥款，另外批准了約 9 千萬元的兩項交通研
究，及通過了涉及 8 億 5 千萬元去年工務小組提交而
財委會未及審議的兩個項目，包括中部水域填海研
究。財委會並通過了撥款約 181 億元發展港深創科
園，及約 46 億元資助香港郵政空郵中心的重建計
劃。工務工程其實都是民生工程，得以順利撥款，不
單讓業界生計得以維持，提供工作機會，而且最終受
惠的是香港市民。同時，政府在今個會期總共提交了
39 項法案，是過去 20 年以來最多的一年，當中包括
內容複雜而時間又緊迫的《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
合修訂)條例草案》，立法會都順利完成審議，亦適
時通過了相關法例，令各項選舉工作可以順利落實。

中俄首次海上聯巡凸顯實戰意味
宋忠平
10 月 14 日 至 17 日 ， 中 俄 海 軍 舉 行 「 海 上 聯
合-2021」聯合軍事演習。隨後，兩國海軍艦艇編隊
開始了首次海上聯合戰略巡航。此次海上聯合巡航，
旨在進一步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提升雙方聯合行動能力，共同維護國際和地區戰略穩
定。

軍平戰轉換」和快反能力超強，不僅可以有效對抗
敵對勢力展開複雜軍事行動，也可以有效針對各類
極端恐怖勢力展開各類非戰爭軍事行動，凸顯實戰
意味。

兩軍戰略巡航將常態化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
部指出，穿越津輕海峽南下太平洋的中俄海軍艦艇
23 日通過了鹿兒島縣大隅半島和種子島之間的大隅
海峽進入東海。這是日本防衛省首次確認中俄艦艇
同時通過大隅海峽。大隅海峽及津輕海峽本就是國
際海峽，外國艦艇通過這些海峽在國際法上沒有任
何問題。但如此一來，中俄組成的艦隊基本繞了日
本列島一周，對此，日本防衛省認為此舉極為罕
見。
為什麼中俄兩軍艦隊要走大隅海峽而不是宮古海
峽？這本就是政治選擇。中俄兩國近年來不斷強調要
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國際秩序權威地位，同時要維
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果。按照《波茨坦公告》
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
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
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在內」，這裏面不包括琉球群
島。中俄聯合艦隊繞行大隅海峽正是在本州、北海
道、九州、四國四個大島「畫圈圈」，這就表明一個
基本政治立場，琉球群島不是日本的，琉球群島地位
未定，這就是現行的國際法使然。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曾指出，中俄要把不是盟友勝
似盟友的夥伴關係推向新高度。中俄兩國不需要發展
成為美國那樣的狹隘軍事同盟，中俄基於新時代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加符合中俄兩國核心利益，有助
於維持國際秩序的正義性。中俄是有重要影響力的世
界大國，兩國積極合作有助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有助於維護全球秩序，有助於打破美國的單邊主義和
霸權行徑。

筆者早前分別參與了民建聯及一眾年
輕網紅舉辦的活動，雖然主辦單位不
同，但主題相似，都是圍繞着「講好中
國故事」。我十分強調香港比過去任何
時間，更需要講好中國的故事，亦十分
認同香港絕對有這個能力負擔起這個責
任。
2021年的今天，香港社會回復平靜、
市面重現秩序，對比 2019 年的時候，
局面全然不同。相信大家永不會忘記，
當時社會陷入了一片暴亂，不少政府設
施、公共機構甚至中資企業遭到大肆破
壞、搶掠，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
與失序。我相信每一個有理智的人，均
會對此情況深惡痛絕。
可是，西方社會甚至美國的政界領
袖，竟會以「漂亮的風景線」來形容黑
暴。他們對當中侵犯私有產權的做法視
而不見，對當中暴力攻擊執法者的行為
若無其事，對社會失序破壞自由的風氣
默不作聲，好像只要不在他們家的後園
發生，種種的破壞行徑都是民主自由的
陣痛。對於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合情
合理的應對行為，西方政府卻以一種抹
黑的方式批評，彷彿只有暴徒正確，政
府幹什麼都是錯。
過去一段很長時間，西方國家以其意
識形態為榮，並向世界其他國家作出宣
揚，只要走西方的道路便可以實現富
強。可是，我國自 1978 年的改革開
放，活生生地終結了他們賴以推銷的神
話。中國在實踐中探索了一條屬於並適
合中國人民的道路，用經濟發展的成果
論證了除了西方的模式外，中國模式也
可以邁向成功。

不容西方獨霸輿論
筆者在成長的階段，親眼見證國家改
變，正好充當時代的見證人。小時候只

要一越過深圳河，渾身不
自在，負面印象揮之不
去；只要踏上香港一方的
關卡，心底才會踏實。可
是現在回到深圳，新潮的
聚腳點、高端的科創企
業，早已不是舊日的影子，讓人完全有
刮目相看之感。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
誰擁抱中國市場，誰就有擴展的機會；
誰抗拒中國，誰的發展便遇上阻力。這
種見證，只有同時遊走於兩地的香港
人，才有足夠分量說話。
雖然如此，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卻
未有獲得充分的反映。文首提到 2019
年的例子，就是最佳的證明。國家出手
協助香港應對暴亂，竟被西方肆無忌憚
地批評。諷刺的是，稍後在英美法等國
出現混亂，西方媒體以全然相反的姿態
批評當地的示威者，而不是政府本身。
這種擺弄龍門的方式，使人啼笑皆非。
可是，身在香港的我們，可以負責任地
說一句，今天的香港比起 2019 年，實
在好太多了。
過去，我們較少在西方的媒體，以西
方的語言揭露這種西方政府的雙重標
準，以致讓他們獨霸了輿論，欺騙了不
少人，以為香港真的如他們口中形容那
樣不堪。現今，我們需要更主動發聲，
在媒體表達建設的聲音，讓西方社會看
到真正的香港。所以我過去與立法會議
員組織了以英文為語言的時評節目，讓
海外朋友聽到不一樣的聲音。未來除了
加強這個角色外，我相信更多建制力量
的網紅也會加入其中。
過去香港善於遊走於中西，是兩者之
間的連接者；未來香港亦應該善用這個
身份，成為兩種文化溝通的橋樑。這個
角色，絕對為香港而設，我們有責任，
亦有能力做好這個角色。

兩國艦隊繞了日本一圈

鏡鑒蘇聯解體 洞悉美國圖謀

中俄兩軍不僅舉行聯合海上戰略巡航，2020 年 12
月，中俄兩軍組織實施了第二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
俄羅斯派來了圖-95 戰略轟炸機，中國派來了轟-6K
戰略轟炸機，兩軍組成了聯合巡航的空軍編隊，而且
是以戰略轟炸機為主。這一切表明中俄兩軍軍事交流
與合作已經達到很高的戰略互信程度，並由此可以推
斷出，中俄兩軍無論是海上還是空中的戰略巡航將會
常態化，並逐步發展到海空軍聯合戰略巡航的更高層
次。
這次中俄兩軍聯合軍事行動看點有二。一是演習
層次高規模大，演練科目很齊全，包括反潛、反導
等敏感科目，解放軍派出最先進、最大噸位的 055
型萬噸驅逐艦，俄羅斯海軍派出最強大的反潛驅逐
艦和最新型導彈護衛艦，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俄兩
軍軍事合作進一步深化；二是中俄聯合艦隊穿越津
輕海峽讓日本等國大為震驚和緊張。日本防衛省發
布消息稱，中俄海軍 10 艘艦艇通過津輕海峽，向
東駛向太平洋，並稱這是中俄海軍艦艇首次同時通
過津輕海峽。中俄海軍此前雖然均有艦艇通過，但
如此大規模、成編隊地浩浩蕩蕩「經過」也在日本
民間引發了不小震動。但中俄海軍聯合艦隊此舉完
全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沒有進入日本領
海，完全是按照國際法要求無害通過津輕海峽，用
實際行動告誡某些不懷好意的國家「這才是自由航
行」，而不是某些國家的「自由橫行」。同時，兩
軍從軍演狀態旋即轉入聯合巡航狀態充分說明「兩

政，提出和推動有利經濟社會發展的民生措
施；立法會候選人的政綱，將更能集中到事關
香港長遠發展和民生福祉等重要迫切的議題上
來。香港的民主真正回歸到要用來解決市民需
要解決問題的正軌上來。
社會期待香港民主發展能助力經濟民生早日
走出疫情陰霾，滿足大眾追求繁榮穩定和安居
樂業的各項需求。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去民粹
化、去極端化、去碎片化，各候選人公平公正
比政綱，和衷共濟爭勝選，確保「搞事的人清
出去，做事的人選進來」，帶動整個社會更廣
泛地凝聚共識，對準當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
民生現況，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更好地改
善民生、促進經濟發展，發揮好民主推動民生
的制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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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面撤出阿富汗之
後，美國對亞太地區進
行了一個重大的戰略調
整，成立了兩大機制增加國際影響力。
第一個就是四方安全對話，與會國家包
括了美國、澳洲、印度、日本。根據白
宮聲明指出，此機制目的在於推進控制
疫情、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
作，但觀乎與會國家的背景，還有把台
灣作為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不難看出
實際目的就是在於第一島鏈。
第二個重要機制就是軍事安全合作夥
伴關係，參與者就是「五眼聯盟」中的
核心美英澳三國。美國為了搞這個三國
同盟，不惜搶走澳洲向法國訂購潛艇的
訂單，單方面撕毀核不擴散條約，向澳
洲提供核潛艇，更承諾未來為澳洲提供
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以換來澳
洲的「忠誠」。美國總統拜登在成立大
會時的一句話直接指明了其戰略目的，
「就是為了提升並增強共同應對二十一
世紀威脅的能力，就像我們在二十世紀
所做的那樣。」其中有兩個關鍵的訊
息，二十世紀美國對付的是誰？何者又
是美國眼中二十一世紀的威脅？明顯易
見，美國就是要把二十世紀對付蘇聯的

那套方式用來對付現在的
中國。而所謂的「那一
套」是什麼呢？美蘇對抗
之中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戰
爭，蘇聯垮台的主因是美
國聯合其盟友搞軍備競
賽，現在也正是如此。
當美國給澳洲提供並部署核潛艇後，
目的當然是讓澳洲核潛艇來南中國海
「自由航行」，為中國增加軍事壓力，
長遠希望迫使中國增加南海軍事部署。
南海周邊的國家不乏美國盟友，比如越
南、菲律賓等，面對中國「威脅」也會
被迫增加軍費。美國一方面靠對外輸出
軍備賺取收入，同時一步步迫使中國參
與軍備競賽，導致國內的其他民生開支
受影響。前車可鑒，當時蘇聯正是瘋狂
增加軍費而令國內矛盾加劇，最後導致
倒台。
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以過去和現在
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未來，洞若觀
火！」蘇聯解體的教訓告訴我們，美國想
借助盟友之力重施故伎來打擊中國。國家
唯有繼續深化改革，解決好國內發展中
面對的問題，不陷入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中，才是應對西方勢力圍堵的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