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談政冶，只論體育」，相信這樣才能真
正體現「奧運精神」。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於2
月4日在北京舉行，筆者期待這個集「科技、智
慧、綠色、節儉」四大特色於一身的奧運會，
能在世界視野下展現出我國的特色。

過去多年，我們對奧運的認識，大多是透過
電視觀看，這次北京繼2008年首次舉辦夏奧後，將再一次在世
界各國面前，展現主辦奧運(冬奧)的風采，身為中國人，當然
萬分期待、引以為傲。

事實上，奧運是一件全球矚目的盛事，筆者喜歡追看奧運比
賽，今次冬奧的吉祥物「冰墩墩」，更結合了熊貓形象與冰晶
外殼；北京有舉辦奧運的經驗，今次再主辦冬奧，期待會為世
界再帶來驚喜。

過往，每次透過電視機觀看奧運，特別是夏奧，各種不同類
型的運動比賽上演，如乒乓球、體操，以及跳水等中國強項，
中國運動員獲勝固然開心，輸了也是「雖敗猶榮」，每個中國
運動員在奧運比賽中頑強拚搏、奮鬥的故事，都牽動着中國人
的心。至於冬奧，由人稱「大楊揚」的楊揚為中國打開冬奧金
牌之門，在2002年的鹽湖城冬奧會連取500米和1,000米短道
速滑金牌。

國家早已脫離弱小體育國家，走向體育大國，雖然北京冬奧
仍要嚴控防疫，採用「閉環」管理，仍無阻國家以最佳狀態迎
接冬奧。

至於過去多屆舉辦奧運會的城市，傳出活動不賺錢，甚至面
臨巨額「虧損」，但奧運不是單純為賺錢，亦是展示國家實
力，提高主辦城市在國際的知名度，贏得聲譽。另外，活動有
助刺激本地經濟，單是事前準備，興建道路、新場館，已帶動
基建發展，更為周邊城鄉等地居民帶來工作機會；加上奧運會
受到市民大眾的關注，本地的廣告贊助，都有助帶動經濟、企
業生意、市民消費等，有形及無形效益，對國家整體帶來好
處，這些好處和成效，並非每項都能量化的。

內地抗疫彰顯制度優越性增強港人信心
全球知名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日前公布的一項全球調查發

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國受訪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滑，

而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則達到10年來新高，達到91%，

排在調查國家中的首三位，美國人對本國政府的信任度則降至

39%，中美兩國民眾對本國政府的信任度形成強烈對比。調查

再次印證中國政府強力防疫丶振經濟，以民為本，為人民謀

福，得到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肯定，彰顯制度優越性。中央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也是為了港人福祉。社會各界堅持新選制制

度自信，堅定走好「一國兩制」發展道路，集中精力謀求經濟

民生發展，香港定能早日走出疫情陰霾，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梁亮勝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世界都看到，在與新冠疫情鬥爭中，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以無比堅強的領導力，
引領全國人民取得重大抗疫成果。中央是風雨
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國制度具
有非凡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
行能力。

中國政府支持度全球一枝獨秀
國際權威機構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度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凸顯中國政府以民
為本，為人民謀福，以積極有效的行動贏得人
民的擁護和信任。我們國家防疫抗疫堅持「動
態清零」為目標，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以不斷
增進人民獲得感、幸福感為目標追求振興經
濟，確保人民生活安穩，得到全國人民和國際
社會的肯定，充分彰顯了我們國家制度和治理
體系的優越性。

我們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持度在全球一
枝獨秀，哈佛大學亦有類似調查結果。哈佛大
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於
2020年7月發表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政
府的滿意度不斷提升，2016年民眾對中央政府
的滿意度高達93.1%，從國家政策到地方官
員，中國民眾都表示滿意，認為政府的施政有
能力、有效率。這些權威機構的調查反覆說明
了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中國體制
有能力應對各種極端挑戰，中國走在正確的發
展道路上勢不可擋，全國各族人民上下一心，
這是實踐驗證的真理。

中央始終把香港市民的福祉放在心上，風雨
不改挺港惠民，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安
居樂業的最堅強後盾，在「一國兩制」下，廣
大香港市民同樣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
愛。國家進入新時代，各項發展戰略多發並

舉，中央推出惠港措施持續不斷。在國家「十
四五」規劃中，香港再次獨立成章，中央繼續
支持香港鞏固優勢，指明新發展路向。《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以來，中央多次
推出措施支持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涵蓋就
業、稅務、購房、金融、創新科技、專業服
務、青年發展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對準港人投
入大灣區的需要。

完善選制為了港人福祉
在新冠疫情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時

候，中央出人出錢出力協助香港抗擊疫情，迅
速組建檢測隊、方艙醫院支援隊赴香港開展工
作。在香港面對黑暴處於極危險境地的時候，
中央出台香港國安法，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
香港由亂及治。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堵塞選舉漏洞，結束了香港的政治亂象，維護

了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長期穩
定的發展環境，保障了最廣大香港居民的民生福
祉。中央種種舉措是我國制度優勢的高度反映，
受到香港社會歡迎，依靠國家制度優勢，求穩
定、求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主流共識。

完善選舉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香港發展，為了
港人福祉，體現了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執政理念，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
鬥目標。當前，香港進入良政善治新時代，
「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落實，行政立法關係
良性互動，香港有更好條件提速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在經濟、產業、創科、兩地交流等不同
方面的發展將進入新階段。在中央支持下，社
會各界堅持制度自信，把新選制制度優勢的正
能量發放出來，攜手集中精力渡過疫情難關，
胼手胝足發展經濟惠及民生，「一國兩制」定
能煥發新光芒！

早前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班反中亂港勢
力尋釁滋事，於中國女生王小姐店舖門口
大肆宣揚「港獨」，隨後又辱罵王小姐並
進行人身攻擊。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隨後
嚴厲譴責「港獨」分子嚴重威脅民眾人身
安全和通過卑劣的犯罪行為尋釁滋事，破
壞社會穩定。「英國港僑協會」的劣行亦
引起廣泛關注。

於前年創立的「英國港僑協會」，聲言
為「抵達英國的香港人提供幫助、建議和
支持；使他們能夠定居、融入英國社會並
為英國社會作出貢獻。」很明顯，在香港
黑暴被平息、暴徒紛紛落網和潛逃海外的
背景下，「英國港僑協會」的成立就是為
潛逃的亂港分子提供協助和支援。該會的
創辦人叫鄭文傑，他又夥同台灣的林榮
基、美國的梁繼平和匿藏在德國的黃台仰
發起「避風驛」組織，為潛逃的暴亂、
「港獨」分子提供庇護訊息，妄圖打國際
線。

「英國港僑協會」所謂的成員由多位反
中亂港分子組成，其成員屢次藉「法輪

功」控制的媒體發聲，因而被外界質疑與
「法輪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鄭文傑劣跡斑斑，2019年，時任英國
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的他捲入嫖娼風波
而被深圳公安行政拘留。據報，深圳公
安其後公開視頻證據，證實鄭文傑於當
年7月、8月期間，三次到深圳羅湖嫖
娼，被處以行政拘留15日的處罰。在視
頻中清楚見到鄭文傑多次去到某會所，
被拘留後表示悔不當初，稱無顏面見家
人。然而，回到香港後，他就隨即形容
自己「被嫖娼」，反過來抹黑內地的做
法是具有政治動機的政治迫害。

「英國港僑協會」曾發文批評英國政府
令港人抵英後無法找到工作，被剝奪獲得
住屋、教育及工作的平等機會；另一方
面，這些反中亂港的滋事分子成立所謂的
「港僑協會」等亂港組織，勾結海外分裂
勢力，不單沒有施助同胞，反而對愛國的
華僑施加百般打壓、凌辱和襲擊，網上甚
至流傳他的「同路人」表示，原來該協會
「講到明唔幫『流亡手足』」，就算進入

Telegram 群 組 提 到 「 手
足」的情況，都會「俾人
踢」，亦無人交代眾籌資金
的去向。

惡意攻擊他人致其人身安全及財物受
損，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屬違
法，英國政府必須依法管理「英國港僑
協會」，遏止打壓、侮辱和襲擊愛國華
僑的惡行，切勿養癰遺患，以維護英國
社會穩定和中英關係正常發展。

自英國放寬BNO入籍英國的條件後，雖
然申請人數眾多，但留英生活就大多事與
願違。近日更加有媒體披露，部分港人移
英後找不到工作、甚至被迫露宿街頭。在
英國放寬BNO入籍英國的條件後，反中亂
港分子誤以為是英國「伸出援手」，紛紛
將「賊營」搬去英國。然而事實上，部分
人在英國無工開、受歧視、無房住，前景
堪虞。可見，面對脫歐危機，新冠肺炎疫
情夾擊下，BNO「計劃」旨在吸盡港人資
產以支撐英國經濟衰退，包藏禍心。畢
竟，世上哪有免費午餐？

英國港僑協會反華惡行必須遏止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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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於本月19日晚舉行中委會，討論該黨
紀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有關副主席梁翊婷、黨
員蘇逸恒、元老李華明三人在去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期間，在未經該黨的批准下以個人名義支持港
島東參選人潘焯鴻和社福界參選人狄志遠。據了
解，民主黨中委會將於2月召開會議，表決革除
梁翊婷和蘇逸恒的黨籍，以及將李華明黨籍凍結半年。

雖以「民主」命名，但民主黨卻無民主之實。與回歸前後以
司徒華等人為首、支持「民主回歸」的民主黨相比，現在的民
主黨在2019年出現「異化」支持黑暴和「港獨」分子之後，抱
着對抗死路，鐵板一塊，為反而反，結果流失不少崇尚理性民
主、和平非暴力的支持者，且黨內成員也出現不同路線和立場
之爭。羅健熙上任主席後，始終無法帶領該黨走出一個較明確
的方向，究其原因，就是民主黨不願意走回正軌，被對抗思
維、暴力思維牽着鼻子走，而他們追求的「民主」，也淪為一
個空泛口號，甚至用來排除黨內黨外異己的另類霸權。

香港已步入「愛國者治港」、促成良政善治、共同解決社會
深層次問題的新時局，政治團體要持續生存和發揮作用，不能
抱對抗死路。事實上，民主黨自成立以來，長期標榜和吸引支
持者的，並不是走激烈對抗的道路，更不是今天不講民主、欲
手刃黨友的組織。再說，就算民主黨如何努力化身成支持黑暴
分子、激烈對抗政府的一分子，在2020年攬炒派違法「初選」
期間，黃碧雲和胡志偉等資深議員一樣在論壇上被那些所謂
「同路人」圍攻和嘲諷，更被原有的支持者唾棄，令民主黨更
加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回看2019年，若當初民主黨等願意懸崖勒馬、見好就收，
與黑暴和「港獨」分子劃清界線，修例風波最終或不會演變成
「顏色革命」，而香港亦不會幾乎被推下懸崖。經歷事件後，
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生活安寧已成為廣大市民的共同訴求，
新時局下民主黨等並非沒有生存空間，惟民主黨必須明白，危
害國家安全的政治思維和方法已成過去式，以羅健熙為首的民
主黨若仍一直裝睡不醒，恐怕該黨最終或會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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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過往，歲末年初多是中國外事活動的淡
季，但今年頗為不同。國家主席習近平
17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
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並發表特別致
辭，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在此前的
半個月內，習近平與十餘國政要互致賀電
或通電話等，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接連出
訪亞非五國，並在無錫接待了密集訪華的
六個中東國家外長及海合會秘書長等。

新年伊始，中國這一系列的外事活動格
外引人注目。尤其在疫情重創下世界經濟
復甦乏力、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民眾情
緒普遍彷徨的形勢下，中國新一年外交更
加主動，展現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大國
擔當。

展現參與全球治理的大國擔當
眾所周知，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迷

思，歐美部分國家為干擾阻礙中國發展，
給中國冠以種種莫須有罪名，而中國以繼
續擴大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強國際
合作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
發展倡議」的實際行動，為應對全球挑戰
注入正能量，也贏得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
持。

以西方某些政客鼓吹的「債務陷阱」為
例。多年來，中國在非洲提供了許多資
金、技術援助，近年在「一帶一路」框架
下與非洲國家合作建成多個項目。眼看中
非關係越來越緊密，一些西方國家政客便
拋出「債務陷阱」論，攻擊中國提供的合
作和幫助為「新殖民主義」。

對於域外國家這一攻擊，作為當事方的
非洲國家自然更有發言權。此次王毅到訪
厄立特里亞，其總統就表示，中國從未干
涉別國內政，是非洲不可或缺的真正發展

夥伴。科摩羅總統讚賞中
國企業為科基礎設施建設
和民生改善發揮的重要作
用，期待在推進「2030新
興國家」戰略中得到中方
更多支持。肯尼亞總統則
表示，肯中各領域務實合
作為肯尼亞創造了大量就
業，改善了人民生活，為
民眾帶來顯著福祉。王毅
則直接用數據說話，肯尼
亞80%的外債債權方為多
邊金融機構，對華債務成
分主要是優惠貸款。

多個當事方的表態還原
了中非合作的真實情況，西方國家的部分
政客可以繼續鼓吹「債務陷阱」說，但公
道自在人心。

除了作為直接相關方的表態，在涉台、
涉疆、冬奧等問題上，諸多發展中國家也
對中國表示支持。最近半個月，不僅多國
政要表示會繼續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更有
沙特這個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國家表示，堅
定支持中國在涉疆、人權等問題上的正當
立場。多位來訪的外交官員也表示，支持
北京冬奧，反對體育政治化。

與全球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
同時，中國多年來一直堅持以開放、共

贏的態度推動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交流合
作，與全球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也讓更
多的發展中國家更加主動、積極地與中國
開展務實合作。

在王毅的新年首訪中，他與肯尼亞總統
共同出席了中方承建的蒙巴薩油碼頭竣工
儀式。亞非五國領導人在與中國外長的會

面中都談及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交流，
六個中東海灣國家外長及海合會秘書長密
集訪華也是聚焦務實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4年，中國就
同海合會啟動自貿區談判，此次雙方一致
同意，應盡快建立中海戰略夥伴關係，盡
早建成中海自由貿易區。這對經濟互補的
中國與海灣國家將是巨大利好，有望促進
雙向投資大幅增長。

總之，中國一直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念，堅持以開放求發展，深化交流合
作。正如習近平所言，「世界好，中國才
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不是所有
人都會被某些西方政客的偏執、謊言所蠱
惑，只要中國行得正、坐得端，人們自然
會用腳投票。去年，不僅東盟繼續成為中
國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與海合會國家及阿
拉伯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均突破新高。可以
預見，新的一年中國不僅能把自己的事情
辦好，也將在全球治理上發揮更大的作
用。

淡季變熱季中國外交開門紅
鍾安平

◆王毅（右）應邀同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共同出席中方承建的
蒙巴薩油碼頭竣工儀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