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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
布本港社會貧
窮問題的年度

報告。疫症肆虐之下，香港2020
年的貧窮人口逾165萬，貧窮率
接近24%。在相關政策介入以
後，貧窮人口大減至約55萬。

不過，此舉只有統計學上的
意義，實際上對於港人理解自
身社會的貧窮問題，並解決貧
窮問題，並未有直接作用。根
據長年支援基層家庭、低收入
人士的社區組織所反映，基層
人士最希望得到的，是收入體
面的工作機會，而決非日復
日、年復年的政府現金補貼。
自力更生、自助助人，不只是
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同時也是
讓香港社會長期保持活力、動
力、盼望之泉源。

隨着香港成為人口深度老化、
自然增長率趨零或負的當下，人
浮於事的窘況，或將長期讓位於

青壯勞動力短缺。可是，升學期
望、職位空缺，與個人技能的三
角錯配，又會進一步惡化了香港
的在職貧窮問題。說到底，香港
並不缺乏良好教育資源與向上流
空間，甚至生源的緊絀已由幼稚
園、小學蔓延至中學、大學；但
是，本地的升學與培訓機會，又
未能滿足社會對青壯勞動力的需
求，使本地人才培訓政策未能發
揮原有功效，人力資源得不到最
大發揮，致使貧窮問題一直沒有
得到有效紓緩。

最近，坊間有人提出「負入息
稅」或「全民退保」應對貧窮問
題，建議各有利弊，但無論如
何，各種減貧、扶貧政策，必須
衡量社會承擔能力，同時要積極
檢討經濟結構，發展多元經濟同
時與人才培訓相契合，大幅改善
勞動力的量和質，提升社會整體
生產力，這才是解決香港貧窮問
題的關鍵要素。

許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
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不
僅總結中共百年經驗，更是對未
來百年的擘劃，必將對包括香港
在內的國家未來發展起決定性作
用。作為中共歷史上第三個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決議，此次決議重
要意義自不待言。1945年中共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
史問題的決議》，僅僅4年多
後，新中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宣
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81年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
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帶領中國走向一段波瀾壯
闊的歷史，國家與人民走向富
裕。這一段歷史，我們都是親歷
者，有很深的感悟。

本次決議是在中共走過第一
個百年歷史，在中國實現全面
小康社會，朝向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道路上行進的又一關鍵歷
史時刻的決議。鑒往知今，這
第三個決議必將成為新時代的
集結號，國家和香港的明天必
然會更好。

香港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說，無論是在革命、
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
「香港同胞都為國家作出了歷史
性貢獻，香港也以自己特殊的經
歷融入民族復興的壯麗史詩。」
同樣，在未來百年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歷史進程中，香港不僅不會
缺席，更將大有可為，實現歷史
擔當。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
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

出，在堅持「一
國兩制」和推進
祖國統一上，黨
中央採取一系列
標 本 兼 治 的 舉
措 ， 堅 定 落 實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
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
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
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

決議表明，中央不僅對「一國
兩制」原則堅定不移，更因應世
界變局和香港具體情況，對實踐
中出現的問題及時糾偏，「標本
兼治」。這體現了中央對大局的
把握，對「一國兩制」制度的自
信，以及對這一實踐行穩致遠的
期待。中央的深意，香港社會應
領悟。

中央在港澳實施「一國兩制」
從來不是權宜之計。作為國家治
理的一部分，中央一直希望將
「一國兩制」這一全球獨一無二
的制度優勢發揮到極致，希望國
家進步能為香港發展提供堅實支
撐，香港優勢能為國家發展增加
動力。踐行「一國兩制」不動
搖，不走樣，令其深刻內涵得到
極大釋放，實踐與理論創新的成
果更加豐碩，是香港對國家最大
的貢獻，也必然是香港對歷史的
擔當作為。

國家新時代、新百年的起點，
需要每一個港人把握珍惜。香港
舉行新選制下的首次立法會選
舉，一眾參選者更應主動為建設
一個更美好的香港擔當起歷史責
任。

中共堅強領導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涉港部分指出：「在堅持

『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

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

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

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

堅實基礎。」多年來，中央始終關懷香港，港人應充分

體會，把握「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

機遇，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發揮，更好地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全力推動香港經濟民生發展， 讓發展成果

惠及廣大市民。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共十九屆六
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
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兩個確立」
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對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決議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解決了許多長
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
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習近平思想是「當代中
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
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中共十八大以來，民族復興進入關鍵階段，
世界百年變局波譎雲詭。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
國人民迎難而上，從疫情防控、扶貧工程、推

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高品質區域經濟發
展布局、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等，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輝煌的勝利，創造
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推動香港局勢由亂到治
六中全會對於推動國家邁向新的歷史時期，

以及對於如何在一個外部環境愈趨複雜挑戰的
時代中繼續掌舵前行，都具有重大意義。六中
全會論及香港特區，對於「一國兩制」未來的
實踐行穩致遠，同樣具有深遠意義。

全會公報涉港部分指出：「在堅持『一國兩
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
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
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央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局
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讓香港社會進一
步認識到，沒有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堅強領導，也就沒有香港今天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的穩健發展軌道。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心香港發展、港人福
祉，親自為香港發展指引方向、繪製藍圖；在
香港接連經歷修例風波、疫情衝擊，經濟、民
生經受嚴重打擊時，中央制定了香港國家安全
法，完善了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為香港開啟
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局面。

多次表達關切香港發展
廣大市民對總書記的關愛充滿真切感受。在

此次抗擊新冠疫情中，習近平總書記傾力挺港
護港，為香港提供大量醫療物資，派出支援隊
協助香港檢測、援建醫療設施和提供疫苗等。
習近平總書記總是雪中送炭，為港人遮風擋
雨，關心港人福祉。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習近平總
書記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的這句深情寄

語，一直縈繞在香港市民的心頭。多年來，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懷香港，在多次重要講話
中強調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關切，特別強調要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其中蘊藏習近平總
書記對香港的重視與關愛，這對香港未來發展
非常重要。港人應充分體認國家對香港的關
懷，把握「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發展機遇，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發揮
出來。

堅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維護以習近平
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定貫徹落實「愛國
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這是廣
大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之所在，這樣方能讓香港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推動香港經濟
民生發展， 讓發展成果惠及廣大市民。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
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積極發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被寫入該決議。筆者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推動各項政治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為
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可靠制度保障。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有別於西方
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民主的顯著特徵。習近平主席指出，
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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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
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
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
不是真正的民主。他還說，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
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全過
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
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有效保證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

參與權及監督權，保證了民主的廣泛性、真實性和有效性。
大到國家立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制定、財政預算
編制與執行監督，小到物業管理、生活垃圾分類管理等，人
民群眾都切切實實參與其中。在政策制定中，廣泛聽取民
意、匯聚民智，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國家決策的參與者，確
保國家政策制度更加符合人民意願，這正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的魅力所在。

全過程人民民主植根中國歷史文化，符合中國國情，得
到人民擁護。民主實現形式是多樣的，適合的就是最好
的。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某個國家的「專利」。
世界上沒有定於一尊的民主形式。評判一種民主形式，關
鍵要看它是否適應本國歷史文化，是否符合本國現實國
情，能否帶來政治穩定、社會進步、民生改善，能否得到
人民的支持和擁護，能否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正如
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
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
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
的。

十九屆六中全會的相關決議表明，中共將繼續堅定不移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全面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民
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
度優越性將得到更好發揮，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將得到鞏固和發展。

全過程人民民主切合中國國情
王小鴻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教授

2021年11月10日聯合國於格拉斯哥舉行氣候變化大會期
間，中國和美國發布《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
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雙方承諾繼續共同努力，並與
各方一道加強《巴黎氣候協定》的實施。

減碳策略推動綠色產業發展
國家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並為減排放定了硬指

標。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制定綠色金融發展目標，《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提出，支持香港進一步推動香
港與大灣區市場的互聯互通，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向全世
界莊嚴承諾，中國將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至於香港，也對氣候問題作出積極回應。特首林鄭
月娥於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2035年香港碳排放總量要比
2005年減半。2021年10月港府公布成立氣候變化和碳中和
辦公室，協調《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所訂工作：「淨零
發電」、「節約能源」、「綠色運輸」、「全民減廢」四大
減碳策略目標。國家和香港應對氣候問題的承諾，以及大灣
區深化經濟一體化，將大力促進香港綠色金融的需求和供
應，香港需要把握機遇，發展成為亞洲領先的綠色金融中
心。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最關鍵的措施，就是盡可能減少人
類對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的依賴。在綠色
清潔能源領域中，中國水電、太陽能、風力發電總量和設
備產能，全球第一。中國特高壓輸變電、各種蓄能電池技
術和產銷量也是全球第一。內地新能源車企比亞迪、蔚
來、小鵬等民族品牌強勢崛起，成為全球第一指日可待。
中國核能發電截至2021年世界第三，僅次美國和法國。中
國人造太陽大型可控核聚變領域先進托卡馬克裝置技術全
球領先，預期不出10年可躍升至全球第一。中國在大型飛
機、遠洋輪船、高速鐵路等領域，正在或已取得全球行業
的領先地位。所有高新技術科研、新興綠色企業成長，均

需資本槓桿加持展翅高飛。上述在綠色環保
技術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取得重大進步的內地
企業，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凡是取得國際領先優勢的企
業，往往都已經或準備在香港發行IPO，或在香港進行國際
投融資（發行債券）。

香港可助內地綠企「走出去」
2021年7月16日 ，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上海環境能

源交易所正式啟動線上交易，成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香港
和上海合作互利雙贏，內地綠色企業要「走出去」，海外投
資者想投資中國綠色金融資產，都可選擇首站來香港。香港
政府已於2020年5月5日，成立了「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
構督導小組」，成員包括香港金管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環境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督導小
組旨在協調金融業針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措施應對，加快香
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特區政府的氣候策略，
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和項目持續提供融資支援。截至2020
年底，香港市場上掛牌的綠色或ESG相關債券有56隻，累計
市值達2,140億港元。2021年上半年已有超過40隻綠色或
ESG相關債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已超過2020年的總發行
量。

國家「十四五」戰略對香港作出四個傳統中心（金融、
航運、貿易和法律、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和四個新興中心
（國際航空樞紐、國際創新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國家級發展戰略定位，這
對香港發展國際綠色金融中心如虎添翼。「綠水青山就是
金山銀山」，是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於2005年8月在
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時提出的科學論斷。港府基於「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初心，一邊深化國際合作，一邊攜手上海
打造國內外兩個綠色金融中心，啟航浩瀚藍海，前途無
量。

加強兩地合作 助港建立綠色金融中心
詹美清 新民黨中委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執行主席 選舉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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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