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五年，新一屆特首將帶領香港走出
「由亂到治」的過渡期，踏上「由治及興」
的新征途。「既濟」與「未濟」間，七百多
萬香港人將翹首以待候任特首李家超兌現政
綱中的承諾：「香港將會讓國家驕傲，讓國
際羨慕，讓港人自豪。」

新選制保障香港民主健康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

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時語重心長的講話，獲本
港各界關注與解讀，大家深明此話非只對候
任特首的殷切期望，更是對整個香港未來發
展方向的展望。習主席明示，「實踐證明，
新選舉制度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保障
香港市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推動形成社會
各階層各界別齊心協力建設香港的良好局面
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而且確，中央為
助香港重回正軌，由全國人大出台「完善選
舉制度」嶄新藍圖，緊接着落地舉行選委
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為落實「愛國
者治港」立下重要里程碑，實踐了切合香港
實際情況的民主，對推動香港未來的長治久
安，以及「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意義
深遠。

習主席在講話中特別提醒：「這是一套符
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符合
香港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須
倍加珍惜，長期堅持。」事實上，筆者既是
新選制的參與者，也是新選制的受益者，去
年身體力行投入三場選舉中的選舉委員會及
立法會選舉，並幸運當選，更踏入立法會議
事廳，感受殊深。新選制保障了90名立法會
議員皆為愛國愛港人士，每一位新議員都肩
負着選票上的民意，手持各擅勝場的藍圖，
履職為香港服務，齊心為國家為港効力。新
選制為下一屆政府掃除了行政與立法關係的

緊張僵持，議會再沒有往昔
曠日持久的爭拗，政策推展
再沒有停滯遲緩的理由。李
家超亦在上任前，積極交出
了政府架構重組的方案，香
港正全速向着良政善治的新
局面推進。新選制堵塞了舊選制的漏洞，保
障香港民主制度的健康發展，成功經驗既在
眼前，豈有不長期施行之理？

懷抱服務香港初心敦行致遠
李家超宣誓就職的七月一日，適逢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紀念日，也是舉世見證「一國
兩制」獲得巨大成功的時刻。根據政府最新
公布數據，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新股集資
額逾6,500億元，較實施前增逾三成；資產及
財富管理業務2020年底總值34.9萬億港元，
較國安法實施前增加兩成；銀行最近存款總
額15.3萬億港元，較國安法實施前增加近一
成。種種數字表明，中央政策對鞏固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最強而有力的保
障。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香港雖經
風雨，憑藉「一國」支持，更應「自強不
息」，把握「兩制」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當下香港面對房屋、貧窮、年輕人問題
等等，香港「既」由亂到治，卻仍「未」由治
及興。邁開新征途，問題絕非一朝一夕可解
決；然而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
成。期望李家超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未來
工作中回應中央的期許與市民的訴求，帶領香
港把握國家機遇，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全面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筆者同為新選制下新治港
團隊的一員，必將發揮「愛國者治港」的精
髓，一起懷抱服務香港的初心，敦行致遠，共
築香港的美好明天。

回歸25載 香港創未來
轉眼間，香港已回歸祖國25周年，在這四分之一世紀

裏，「一國兩制」整體成功落實，香港維持單獨的經

濟、金融、稅務、司法等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和港人生

活方式基本不變。然而，25年下來，香港的確累積了一

些深層次問題有待破解，包括土地房屋嚴重短缺，房價

過高，20多萬人擠住劏房，還有產業結構過窄，經濟增

長放緩，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這些都是新

一屆特區政府需要直面及處理的。縱使如此，我認為在

香港回歸25周年的這一刻，大家應一起展望香港下一個

25年，香港的未來將會一片光明。

葉劉淑儀 新民黨主席 立法會議員

首先，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撥亂
反正，保障了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完善選舉制
度保障了政治安全，香港順利舉行了選舉委員
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等三場重要選舉，立
法會恢復秩序及提高效率，香港得以體現「愛國
者治港」，邁向良政善治，讓港人受惠。

在政治安全的基礎上，香港要開創下一個25
年的光輝未來，特區政府必須具備前瞻性的目
光，特別要在經濟發展、創新科技這兩大範疇
加倍努力。

必須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第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構「雙城

三圈」的概念，能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帶來的
機遇，讓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
必須好好把握，特區政府必須好好推進。

「北部都會區」指整個元朗、天水圍、粉嶺/上
水，以及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元朗南、

新田/落馬洲、文錦渡和新界北新市鎮。當中有些
項目已在進行中，例如擴展古洞北新發展區至馬
草壟、擴展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至流浮山及尖鼻
咀，特區政府正在進行收地等工作；新鐵路項目
北環線亦已定了走線。另外就是擴容提升落馬洲
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至佔地1,100公頃的新
田科技城，以和深圳合作發展創科，構建「雙城
三圈」中的「深圳灣優質發展圈」和「港深緊密
互動圈」，加上發展與沙頭角接軌的「大鵬灣/印
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這個第三圈，特區政府必
須抓緊進度，提速推進，加快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重視創科 強調「香港創造」
第三，特區政府要加倍重視及推動創新科技的

發展，不能再蹉跎下去。正如陳祖恒議員在其「制
訂全盤工業藍圖，推動香港工業發展」的議案指
出的，「特區政府必須抓緊機遇，推動科研及工
業技術融合，加快建立人才庫及推動官、產、學、
研合作，將科研成果商品化」，進一步優化 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至 Made by Hong Kong
(香港創造)，對此我十分認同。

其實早在回歸前已有不少相關研究及倡議，
例如已故中大校長高琨教授及楊綱凱教授兩位
物理學家，早於 1991 年已出版研究著作
《Technology Road Maps for Hong Kong -
An In-depth Study of Four Technology Ar-
eas》，當時他們已認為香港很有創科條件，建
議香港發展資訊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科技
及環保科技，可惜政府一直沒跟進。

1995年，我出任工業署署長後，亦委託了麻
省理工大學的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
ter ，研究香港作為供應鏈樞紐，如何運用創
新科技提升製造業，如何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
促進創新產業的發展，當時的研究領域包括紡
織與服裝、電子業、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等
等，研究著作《Made by Hong Kong》於1997
年出刊，可惜政府仍是沒跟進。

回歸後，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7年進行政

府改組，把「工商及科技局」改名為「商務及
經濟局」，即是把負責經濟發展的決策局去工
業化、去科技化，只依賴金融業及旅遊業來支
撐經濟發展，直至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才終於
在2015年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可惜為時
已晚，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已浪費了很多年，
遠遠落後於內地城市。

來到今天，香港要吸引全球創科專才、成為創
新科技中心，除了投放資源，更要具策略地聚焦
發展。我認為應發展適合香港的高端產業、先進
的製造業而非傳統製造業。因此，新一屆政府架
構改組把「創新及科技局」改為「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是非常與時並進的做法。

年輕人將有更好出路
總結而言，我相信香港在國家全力支持下，

把握新田科技城項目的機遇，搞好經濟與創
科，好好融入大灣局發展，年輕人將有更好的
出路，一起開創香港的下一個25年。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一國兩制」經
歷了25年的實踐，人心回歸依然成為特區持續穩
定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毫不誇張地說，
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依然路漫漫其修遠兮。

就香港特區當前的社會政治生態而言，各界
應當認真考慮推動教育改革、司法改革、政治
改革，從法律、制度、政治、教育、社會層面
營造愛國愛港的濃厚社會氛圍，讓每一個港
人、特別是青少年都能發自內心地感謂：還是
回歸祖國好。

推動教育改革加強國民教育
首先，特區政府應該深刻檢討當局過往25年

引導人心回歸方面的種種被動與失誤，正視所
存在問題的癥結，特別是反思修例風波爆發的
深層次因由，並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有效的施
政方案。

這其中要考慮的方面有：其一是經濟地位及
向上流動的問題。客觀地講，短期內建造幾處
青年宿舍並無太大困難，只要以結果為目標，應
該指日可待，藉緩解青年住房困局，營造和諧氛
圍，增強青少年的向心力；其二是為青年創業提
供各種便捷的幫助，包括從項目技術引導、場地
租金、營運資金、市場推廣、合作營銷等多途徑
給予支持支援；其三是政府應當鼓勵青少年認識
國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此應當提供必要的
資助，多安排青年北上遊學考察。

第二，人心回歸的問題根本還是教育問題。
香港回歸25年，教育問題尤其是國民教育的失
誤，衍生一系列社會問題，教訓深刻。因此，
加強國民教育必須推動教育改革，從制度上建
立健全愛國教育體系。其一，是強化充實公民
社會教育課內容，要從課時課節及內容方面加
強對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從課堂教學到課外活

動，多層次多形式多內容，加強教
育引導，讓愛國教育成為青少年教
育的核心內容與主題；其二，鼓勵
提倡本港中小學與內地各省市中小學結成姊妹
學校，在加強交流提升教學水平質量的同時，
從小培養香港學童對國家的親切感；其三，加
強國家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教育，培
養學生國家主權觀念、國家憲制觀念、國家安
全觀念，牢牢樹立國家至上的大局意識、法治
意識；其四，在各級學校大力開展升國旗、唱
國歌活動，讓國家與民族觀念深深植入學子心
中。

共同推動舉辦愛國教育活動
第三，加強青少年法治觀念的培養。香港特

區賴以持續發展繁榮的根基，就是依據基本法
的法治精神。加強法治教育，必須首先從加強
基本法教育開始，有關部門必須改變過往簡單
機械式的推廣教育，利用青年對網絡的偏愛，
製作適合網絡傳播、圖文並茂的QA短片等，加
深青少年對基本法、國安法的認知。

培育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情懷是一個社會系
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青少年的愛國
愛港教育，關乎「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關
乎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與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直接關乎香港的持續發展繁榮，因此，
需要全社會、各階層正視並且勠力同心共同
推動。

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各界有着共同
利益和責任，各界必須善用各自資源，配合政
府有效施政，共同推動、舉辦多形式的愛國教
育活動。從政治層面講，這是「愛國者治港」
的必然選擇，是治港愛國者對國對港盡忠盡責
的體現。

做好青少年愛國教育促人心回歸
嚴剛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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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香港國安法後，香港
的國安教育也開始相應落
實，教育局就先後為中小學

不同科目訂立《國安教育框架》，以及在學
校整體出台《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供
學校參考。以上種種的措施均希望協助學校
檢視現有的學與教等的安排，以及在不同層
面上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加強學生的守
法意識以及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強調，學校有責任確保圖書館內不能存放
危害國家安全的書本。這本來就是學校做好
國安教育的前提和應有之義，各間學校必須
按照教育局指引執行好。

但近日有報章報道指出一些學校因應國安法
的實施，校內圖書館將部分圖書下架，直指校
內出現「自我審查」。筆者作為前線教師，實
在難以理解為何某報章訪問的這些教師會懼怕
國安法的實施甚至出現自我審查。原本圖書館
的館藏發展原則、範圍和宗旨，在局方一直以
來都有清晰指引，學校圖書館的藏書是作為學
生課外讀物，其目的需要配合學生「全人發
展」和推廣閱讀的需要，依據學生的語文能力
及興趣，提供多元化讀物。

現時發生的所謂「自我審查」，背後可能

反映存在於校內的兩方面的問
題：首先，在教育當局沒有採
取任何行動的時候，大肆宣揚
自家校內圖書館的部分書籍或
會因為香港國安法而被迫下
架，這本來就是無中生有地宣
揚「白色恐怖」！作為教育工作者，在香港
由亂到治的大環境下，配合一些報章作出此
等子虛烏有的指控，居心叵測！其次，根據
關於學校採購的相關條例，圖書館購入藏書
須經過圖書館主任的挑選以及校長的批准，
而且圖書館主任也必須經過相關課程的培訓
才可出任。在這樣的制度保障下，學校圖書
室還出現一些宣揚錯誤價值觀的課外讀物，
問題則不是在於制度，而是在人身上。香港
教育需要正本清源去除毒瘤，除了將「有毒
教材」踢出校園，更應該將教育界的害群之
馬清除。

圖書館是學校的資源中心，筆者認為作為
一位受過專業培訓的圖書館主任，理應懂得
配合學校課程中各個學習階段的內容去選取
符合學生程度和興趣的有益讀物，確保學生
接受正確的價值觀。在香港國安法落實後，
原本做好的不會變，更不需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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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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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一直以來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世界正義
工程於去年頒布139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的法
治指數，香港整體評分排名19位，遙遙領先
排名23位的法國和27位的美國。而在細分評
核中，香港在民事司法方面排名16，刑事司
法排名18。考慮到香港在2019-20年間飽受
「黑暴」摧殘，這樣的成績更顯得難能可貴。

反中亂港勢力深知要透過打擊香港來破壞中
國的發展，他們必須要先搞垮香港的司法體
系。西方反華勢力抹黑香港，其中英國國會下
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表現得最踴
躍。早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前，董勤達就已經採
取行動。在2019年11月6日，他公開宣稱：英
籍法官就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令外間認為
英國成了「破壞法治的幫兇」。與此同時，董
勤達的盟友亦有所行動。

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終審法院其他外籍法官
不會跟隨韋彥德和賀知義離任，他們會繼續為
香港的法治效力。反華勢力得悉此事後改變策
略，希望藉着「羞辱」外籍法官來迫使他們辭
任。在5月26日，七名律師撰寫了一份所謂
「法律意見書」，明顯是要向海外法官施壓逼

他們離任。
聯署書聲稱香港國安法有許多「令人擔憂」

的條文，但它刻意不提香港國安法保障人權的
條文，更不用說著名英籍法官岑耀信對國安法
的正面觀點。岑官於2019年加入終審法院，
在2021年3月18日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
表示，英國呼籲英籍法官辭任終審法院是向北
京施壓，逼其在香港的民主發展方面讓步，又
表示香港國安法包含保障人權的條文，主張海
外法官參與香港的司法事務有助維護司法公
正。

很明顯，聯署人對「一國兩制」的運作模式
一無所知，更試圖誣衊人大常委會濫用解釋基
本法的權力。

香港終審法院法官以恪守職責著稱，不會被
「香港監察」、「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美國國會、黑暴或其他任何反中亂港分子嚇
倒。若果反華勢力認為可以以政治脅迫手段令
法官就範，那是大錯特錯。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
節。）

西方抹黑無損香港法治優勢
江樂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