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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回 歸 祖 國 25 周 年 以
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偉
大成就。紫荊文化集團與香港大學昨
日聯合主辦「紫荊文化國際論壇——
『一國兩制』的成就與展望」，請來
19 位知名專家學者、著名企業家相互
交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林鄭月娥強調，
應謹記中央時時都
對香港發展提供最
有力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日出席活動時致辭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為香港制訂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
舉制度，為「一國兩制」繼續貫徹落
實奠定了牢固基礎，相信香港未來在
政治上將更穩定，並在國家的持續支
持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繼續克

◀紫荊文化國際論
壇聚焦「一國兩
制」偉大成就。圖
為嘉賓出席論壇啟
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特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等在論壇開幕式致辭
（黃柳權、劉光源致辭見Ａ3版）。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有賴祖國的大力
支持和港人堅韌和創新的精神，香港已成
為亞洲國際都會，是全球最自由和最具競
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全球第三大金融中
心、全球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等。
雖然「一國兩制」是香港強而有力的治理
體系，經得住時間考驗，已克服了很多挑
戰，卻並非一帆風順。
她指出，香港經歷了 1997 年亞洲金融

風暴、2003 年沙士、2008 年環球金融海
嘯、2012 年「國教」事件、2014 年非法
「佔中」、2019 年的黑暴等，特區政府面
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必須得中央及時干
預，才能在憲政層面採取具體行動來挽救
局面。
她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行使憲法
賦予的權力，先後在一年之內制訂了香港
國安法，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制
度，堵塞了香港的安全漏洞；其後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亦為「愛國者治港」提
供了制度保障，這兩項舉措，為「一國兩
制」奠定了牢固基礎，便香港的發展終於

服挑戰、更上層樓，為國家實現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重回正軌，可以向前邁進。

中央對港發展提供最有力支持
林鄭月娥強調，只要香港繼續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發揮自身獨特優勢，保持
國際視野，同時與祖國更緊密、更深入地
聯繫，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它是一個充
滿活力的「經濟發電廠」，擁有超過 8,600
萬人的市場，GDP 總和相當於世界第九大
經濟體。
談到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她認同「一國」是「根」和「本」，
而「兩制」則讓香港有機會以自己獨特的

方式蓬勃發展，並更充分地為國家的蓬勃
發展作出貢獻。她強調當大家在慶祝「一
國兩制」在香港實施 25 周年之際，應該不
忘初心，並謹記中央時時都對香港發展提
供最有力的支持。
是次論壇會期一天，上午舉行了開幕
式及主旨演講，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香港大學校長張
翔等 9 人擔任主講嘉賓，下午則舉辦了主
題論壇和分論壇。來自香港政商界的知
名人士、專家學者、社團領袖、青年代
表，以及多個國家的駐港總領事等出席
了論壇。

李家超：提高港作為通往內地門戶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特區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紫荊文化
國 際 論 壇 ——『 一 國 兩 制 』 的 成 就 與 展
望」並致辭。他表示，「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取得舉世
矚目的成功，國家的有力支持為香港不斷
成功提供了保障。香港將繼續加強與國際
社會的聯繫，提高其作為國際大都市和通
往內地門戶的地位。同時，香港特區新一
屆管治團隊將展現團隊精神，準備好迎接
挑戰，提升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拿出
成果。」
李家超表示，過去 25 年也有挑戰，最痛
苦的莫過於 2019 年 6 月史無前例的騷亂和
暴力，加上外國干涉，威脅到國家安全，

給香港帶來一年多的創傷。然而，隨着落
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已為香港
整體社會重拾信心，讓香港恢復穩定，而
香港現時正在由治及興的道路上。
他指出，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因素之
一，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強大和特殊
地位，及國家的強大支持，而憲法、基本
法、法律制度和法治，是「一國兩制」基
礎的關鍵支柱。法治及司法獨立是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和投資中心的長期繁榮和穩定
的關鍵。不過，香港的法治近年卻常遭抹
黑，故第六屆特區政府將更加重視向市民
及全世界推廣香港的法律制度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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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隨時準備作出改變。他正在組建的強大管
理團隊，為了社會的利益，其團隊將團結協
作，「以結果為目標」去做事。

江樂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在發表主
旨演講時指，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實踐
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既讓執
法及司法工作等成效顯著，絕大部分市民的自
由、權利完全不受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
商業中心地位亦維持不變，具有全球前列的競
爭力。
譚惠珠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令香
港不僅有能力應對環球政治及經濟變化，亦能在
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令經濟持續蓬勃發展，繼續
保持國際金融、航運中心的地位，人權、自由狀
況更是有史以來最好，並在「愛國者治港」原則
順利實踐下，自由、經濟、法治、司法的獨立等
方面均在全球名列前茅。
她期望，香港接下來要充分把握國家機遇，
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並期望第六任行
政長官帶領香港譜寫「一國兩制」成功故事的
新篇章。

回歸後司法機構地位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紫荊文化集團董事長毛超
峰昨日出席「紫荊文化國際論壇——『一國兩制』的成就
與展望」並致歡迎辭。他表示，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和新
選舉制度落地，「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香港
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邁向「由治及興」的
嶄新階段。
毛超峰指，25 年來，香港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
「一國兩制」根基更加牢固，「一國兩制」事業前景更加
光明，特別是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和新選舉制度落地，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落實，香港已實現「由亂到
治」的重大轉變，正邁向「由治及興」的嶄新階段。
他說，「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為維護
世界和平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獨特貢獻，得
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研
究「一國兩制」，越來越多的媒體輿論關注「一國兩
制」，越來越多的商界人士看好「一國兩制」。
毛超峰表示，25 年風雨兼程，香港依然昂首挺立；新的
起點賡續前行，香港逐夢美好明天，堅信「一國兩制」偉
大實踐必將在香港譜寫新的華章、創造出新的輝煌。

譚惠珠
國安法讓執法司法成效顯著

港正邁向由治及興新階段

毛超峰

李家超還談到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
港澳大灣區。他強調香港須抓住國家「十
四五」規劃給予香港的每一個機會，不僅
在法律和爭端解決服務方面，而且在提高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運輸中心的地
位方面。至於粵港澳大灣區，則把香港的
市場由約 750 萬人擴大至約 9,000 萬人，
「在融入大灣區的過程中，香港將處於世
界上最有活力、最具創新性的城市群發展
的前沿。」他亦強調，香港將繼續加強與
國際社會的聯繫，提高其作為國際大都市
和通往內地門戶的地位。
至於民生議題，李家超表示，第六屆特區
政府將優先處理住房、醫療、青年發展等根
深蒂固的問題，並表示他與團隊會為此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
資深大律師、香港特區政府前刑事檢
控專員江樂士昨日發表主旨演講時表
示，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司法機構
地位顯著提升，已在全球備受認可。
江樂士指出，在社會動盪期間，中
央一直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
檢察獨立。他擔任了 12 年多的刑事
檢控專員，從未受到來自北京或地方
官員的任何形式的壓力，卻總是來自
所謂的「泛民主派」的批判，他形
容，這是曾經面臨的唯一一種政治壓
力。
他並指，儘管有些人認為香港國安
法在 2020 年頒布後很難融入香港的
普通法體系，但法院提供了無可挑剔
的指導，毫不誇張地說，法院已經形
成一套真正卓越的判例法，其判決在
其他司法管轄區經常被引用，而且總
是得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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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治穩定克挑戰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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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翔：
搭世界學術橋樑貢獻國家

劉兆佳：
中央行使憲制權力實屬必要

鄭志剛：
青年將成中外文藝交流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昨日在發表主
旨演講時指，香港大學會秉承「為中國而立」的宗旨，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優勢，搭起世界學術的橋樑、凝聚共同智慧，為國
家作最大的貢獻。
作為高等教育的領袖，有道德義務去鼓勵學術界運用自己的技
術及同情心，幫助社會解決身邊看到的問題。譬如在疫情下，香
港大學的科研人員便充分利用過去研究沙士的經驗及科研能力，
以最短的時間，就預防及阻止病毒傳播等課題，為政府及社會各
界以至世界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就世界各地近日都在探討「後
疫情時代」的新秩序，香港大學廣邀「氣候變化」「智慧城市」
「人口老化」「全球貧困」等方面的世界著名專家聚集香港大
學，開展相關研究，共同面對全球性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
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昨日在發表主旨演講時
指，香港近年的危機鮮明地證明，中央保留憲制權力，對「一
國兩制」的全面準確貫徹至關重要。
他表示，回顧過去，「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有賴於中央如
實且完美地履行「一國兩制」下的責任，以及審慎地行使其憲法
權力。他指出，中央掌握權力不僅不會破壞香港自治，反而會加
強香港的高度自治，讓其更有能力抵禦內外敵對勢力的衝擊。
中央積極且審慎地行使對香港的憲制權力，對於保護「一國兩
制」及防止香港成為顛覆基地而言實屬必要。在未來的日子，
顯然只有中央的憲制權力與其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相互配
合，才能充分保障「一國兩制」的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昨日在發
表主旨演講時指，在香港回歸祖國後，基本法保障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
及市民原有生活方式的不變，維護了香港市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及營
商環境的優勢。然而，隨着時代發展，若香港要繼續成為國家發展的受
益者及貢獻者，需要積極求變，發展新優勢、增添新定位。
他表示，正如中央已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八
大中心」，當中包括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香港青年
人喜愛藝術文化，追求創新，重視傳統文化、保育和傳承，相信青年人
將成為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主力，香港社會要鼓勵青年人
在創新中傳承，將中國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薪火相傳下去，並相信即
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成為年輕人接觸中國藝術文化的平
台，能培養年輕人的人文素養，國家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