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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充分展示了習近平
總書記和中央對香港的關心、愛護和支持。香港工
商界和廣大市民更珍惜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良好
局面，全力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創新變革、造福港
人，持續提升香港競爭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不
負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的厚愛和信任。

堅守法治，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
障。政治不穩、社會動盪，必然會破壞營商環境、嚇走投資者，這
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香港工商界更深有體會。2019 年的修
例風波，香港法治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港人生命財產安全遭
受嚴重威脅，重創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香港工商界擔憂不已。

值得慶幸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心繫香港，高瞻遠矚、運籌帷幄，
為香港撥亂反正，引領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重回正軌。

2020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賀詞指出，近幾個月
來，香港局勢牽動着大家的心。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
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榮穩定是香港
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的期盼。

中央審時度勢，採取了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出台實施香港國
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區依法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如今香港圓滿完成了三場重要選舉，確立、落實了「愛
國者治港」原則，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
依法治港、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

如今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的大喜日子，進入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必定激勵新一屆特區政府「以結
果為目標」。特區政府一定要帶領全港市民齊心同行，努力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和治理效能，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與
國家互利共贏發展，以回報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的關心和支持。

元朗大型過渡房屋項目「同心村」上月起陸續入
伙，元朗東頭一帶公共交通備受關注。運輸署早前
決定開辦往來天水圍至元朗市中心的新巴士路線，
會途經同心村和濕地公園路。然而，城巴奪得相關
巴士路線專營權後，卻在正式營運前夕，突然宣布
取消經營。這是回歸以來，首宗巴士路線棄標事
件，情況極為罕見，亦開了極壞的先例，運輸署須嚴肅跟進事件。

位於元朗山貝路的「同心村」共設1,800伙，該區公共交通早已
為人詬病，區內日常往來元朗市中心主要依賴三四條小巴線，最長
候車時間可達半小時，繁忙時間遇上元朗交通擠塞，候車時間更達
45分鐘以上，多年來一直未有改善。居民都期盼新巴士路線能改善
區內交通，無奈城巴棄標，居民自然感到失望。

翻查資料，城巴近年不斷擴展業務，在運輸署的許可下，先後取
得粉嶺皇后山及屯門54區的多條獨營路線。引入競爭是好事，但服
務卻未能令人感到滿意。例如粉嶺皇后山邨，目前已超過八成居民
入伙，但未見城巴積極投放資源以配合人口增長，78X目前仍只提
供早晚繁各三個班次；79X全日大部分時間竟然是45-60分鐘一班
車。

又例如屯門54區，來往屯門興貴街及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巴
士線50M，城巴早年向區議會提交的文件，為每15分鐘一班，最新
公布便改為20至30分鐘一班。相反其競爭對手九巴，則在粉嶺提
升78A線的服務。

城巴新巴向來主要服務港島區，在管理、服務方面都出現不少問
題。例如早前其來往西灣河至中環的720線嚴重脫班，令乘客失去
預算。另一方面，管理層早前又表明會裁員，勢必影響巴士服務質
素，如今更出現棄標事件，城巴新巴的管理及經營狀況令人憂慮，
運輸署作為掌管公共運輸交通的政府部門，應發揮監管角色，指示
中標的承辦商負起責任，做到以民為本，確保公共運輸服務不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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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 立法會議員

護法報國 傳承法治精神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

社會安定的重要保障。香港回歸祖國25

年來，走過不平坦的路，遭遇過多次危

機，但這些經歷正好讓香港市民看到，

法治是香港保持穩定繁榮發展的基石，

也讓香港的法律界認識到自己的責任與

擔當。香港的法律人才，不僅要在香港

傳承法治精神，更應運用專業知識和才

能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出力，向國際社會

說好中國的法律故事。

梁美芬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議員

1987年，為了準備香港回歸，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在香港招收攻讀憲法、基本法的碩士研
究生。當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即將
畢業，正在決定自己未來方向，看到此消息，
認識到其中的機遇：一、可以親身到北京學習
兩年；二、可以為香港回歸後培養了解兩地法
律制度的法律人才作準備。我把握了歷史給我
的機遇，歷史也引領了我往後的專業及從政之
路。

1987年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我選擇赴北
京求學，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法律碩士和博士
學位。回首北京求學的日子，我追隨著名法學
家許崇德教授專研憲法及基本法，為香港回歸
作準備。基本法是包容性極高的法律，「一國
兩制」及基本法充分反映了我國領導人的政治
胸襟與智慧，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典範。

翻譯推廣中國法律
後來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執教中國法律、憲法

及基本法，一教就是30多年。我在城大任教的

第一天，有同學問我：「中國有法律嗎？」這
句話對我是相當大的震撼。從那一刻起，我下
定決心：不僅要告訴我的學生，中國有法律，
也要讓外國人知道中國的法律和判決。之後，
我向國家最高人民法院寫信反映情況。沒過多
久，最高人民法院接納了我的建議，獨家授權
我負責整個中國司法判決的翻譯工作。這對當
時初出茅廬的我來說，是莫大的信任和無比支
持。

我深刻感受到市面上介紹中國憲法、基本法
及中國法律的英文書籍非常少，而香港的法律
教學一律要求英文授課。為了讓海內外法律界
人士、學者、專家及學生更直接了解中國的法
律發展，1992年我發起《中國審判案例要覽》
（China Law Reports Series）中英文版的編
寫工作，聯絡超過數百名內地及香港的法律學
者，一起編寫這部共三卷約3,000多頁的著
作。這項工程被視為改革開放後，內地與國際
社會接軌的法律改革篇章，獲得最高人民法院
授權，承載着數百位內地及香港的法律學者的

心血。我十分榮幸擔任該項目英文版的總編
輯，向國際社會說好中國的法律故事。

此後，我參與了內地司法及法律改革的人
才培訓。在過程中，我感受到國家的法治建
設是一條漫長路，需要一代代法律人的傳承
及承擔，對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出力感到榮
幸。作為法律系老師，我欣喜很多學生如今
已成為香港成功的法律界人士、法官及立法
會議員。

以身作則堅守法治
除了教育工作外，我還積極參政議政，透過

議會維護香港的法治穩定。2007年我參加了區
議會和立法會直選，開啟我從政的一頁。在14
年的直選議員生涯之中，我經歷過連場硬仗。
2011年，我在立法會提出私人修訂案，阻止
所謂「五區公投」鬧劇；2019年修例風波，黑
暴橫行期間，我的議員辦事處一天之內遭暴徒
三次投擲汽油彈，但我從不退縮，面對暴力歪
理，堅定不移直斥其非。

2014年戴耀廷煽動違法「佔中」、2019年
有人鼓吹「違法達義」等歪理，企圖誤導年輕
人參與違法暴力活動。雖然當時社會歪理橫
飛，但我曾教過的學生仍然自發與我站在一
起，勇敢駁斥、明辨是非，這種在危機中顯露
出來的擔當精神，正是維護、堅守和發揚法治
的體現，讓我對香港的未來更有信心。

2019年11月11日，當全港大學都被暴徒
佔領、「被罷課」之際，我與80多名法律系學
生堅守在課堂，完成了三小時的憲法課。當時
外面有暴徒想衝進課室，但見到我和學生們堅
定的眼神與態度，放棄了衝進課室，只是在課
室外進行破壞。這三小時的課，見證了我們不
向暴力屈服，同學們在危機中堅守法治的信念
和決心，用行動展示「守護課堂、讀書報
國」，我為學生們感到驕傲。

傑出的愛國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曾說過：「各
出所學，各盡所知，使國家富強不受外侮，足
以自立於地球之上。」香港回歸的25年，我們
就是這樣走過。

江達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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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特區政府即將就任，本屆特區政
府問責班子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者治港」後的首屆，市民對他們期望甚
殷。香港經過數年的政治爭拗以及兩年多
的疫情困擾，矛盾千頭萬緒，通關、房
屋、青年等議題，都是需要迫切解決的。
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五年，相
信新一屆政府將以實幹取得成績，凝聚民
心民意，帶領香港再創輝煌。

經歷兩年多的疫情，本港近期雖然每
日確診數字有所上升，但整體重症和死
亡數字平穩，政府未有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候任醫衞局局長盧寵茂更提出，研
究放寬旅客來港限制，包括縮短酒店檢
疫期至5日甚至更短，或者研究居家檢
疫。盧寵茂的建議可以便利營商，促進
旅遊、酒店及會展等行業復甦，固然得

到商界支持，我代表的批發及零售業界
更希望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香港是外向型城市，必須恢復與內地
和海外正常通關才有利於經濟早日全面
復甦，新一屆政府應該朝着這個目標努
力，實事求是地走出有香港特色的抗疫
振經濟之路，成熟一項落實一項。同
時，政府要有針對性地保障高危群組的
生命健康，對長者、院舍院友和長期病
患者等加強常態化檢測工作，密切監察
社區疫情的傳播情況。只有完善病毒追
蹤和做好高危群組保護，才能實現恢復
經濟和控制疫情的兩相平衡。

除此以外，土地房屋問題困擾香港多
年，也是新一屆政府施政目標的重中之
重。筆者樂見主政房屋政策的相關官員
都熟悉土地房屋政策，有能力完善現有

制度和加強執行力。本港
覓地建屋步伐一向被詬病
太慢，單單將「生地」（未有明確規劃
和發展計劃的用地）變「熟地」（可動
工用地）都需時超過6年，等到建屋落
成更要10年以上。新一屆政府的「房屋
團隊」熟悉政策，明白現有土地房屋政
策「慢」在哪裏，可以對症下藥地簡化
造地建屋程序。

香港已經重回正軌，社會重拾安定團
結，立法會的議事秩序回歸正常，將真正
落實行政主導，並建立良好的行政立法關
係，只要是對香港經濟民生有利的事情，
立法會一定積極支持政府施政。

期待新一屆政府放開手腳，展現敢幹
事、能幹事、幹成事的擔當作為，帶領
香港展開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新班子創新實幹 開啟由治及興新篇
邵家輝 立法會議員 自由黨主席

近日在俄羅斯聖彼得
堡舉行的國際經濟論壇

上，緬甸投資與對外經濟關係部長曾公
開表示，為了克服金融領域的困難，東
盟應該考慮開發一種替代系統，使用人
民幣和盧布結算。東盟這樣的區域經濟
組織一旦改用人民幣和盧布結算，無疑
是對美元霸權的一大衝擊。美國濫印貨
幣，向全球轉嫁危機，世界各國對美國
經濟和美元逐漸失去信心。美國財政部
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在今年四月份拋
售3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持有的美
債降低至12年來的新低，連美國「最忠
心」的盟友日本，早在今年拋售超過
1,000億的美債，英國、比利時等國也
同步拋售，未來可能還有更多國家仿
效。

各國之所以拋售美債，就是為了避免
受到美國經濟危機拖累。眾所周知，今
年以來美國通脹壓力已經達到歷史高
位，甚至有失控的可能。大量商品價格
大幅上漲，一個月內食品價格上漲了一
成，尤其是牛奶、雞蛋等日常食物，令
超過30%的美國家庭生活面臨困難。美
國處理通脹的做法就是加息，表面上對
於持有美債的地區來說是一件好事，但
實際上美國加息導致全球美元回流美
國，令美元升值並恢復購買力，緩解通
脹壓力，其他擁有美元的地區則會減少
外匯儲備，導致貨幣貶值。這實際上就
是美國用美元霸權收割全球財富，把國
內經濟危機轉移至他國。早前，斯里蘭
卡就曾因美元儲備耗盡，無法償還外債
而陷入破產邊緣，引發局勢動盪。

美國碰到經濟危機就大
肆印鈔，然後引發通脹危
機，繼而宣布加息，把爛攤子轉移到國
外，周而復始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進行
操控。這樣做的後果，必然令美國及美
元的信譽崩塌，各國開始思考要重新選
擇更可靠的交易貨幣。在全球新冠疫情
衝擊之下，中國依然保持增長，堅持擴
大對外開放，增強了各國對人民幣的信
心。目前，越來越多國家考慮在與中國
的貿易中採用人民幣結算，其中不乏一
些美國的盟友。

只要中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人民幣
國際化必然更趨成熟。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也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在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配合國家經濟發
展肩負重任，將作出更大貢獻。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 打破美元霸權
穆家駿 中學教師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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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這一消息公布後，香港社會感到
無比振奮，大家由此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
的關愛，以及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重視和
支持。隨着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班子將
要上任，香港市民也能夠體會到未來五
年是香港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
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新一屆特區政
府就職典禮，意義重大。我們期盼在中
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能夠盡快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恢復社會經濟發展，開啟
新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提到香港需要

「發展」，提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
第一要務」的要求。因為香港好，不
僅是香港市民的熱切期望，同時亦是
國家及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發展是
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一座
城市只有不斷發展，才能創造新機
遇；有了新機遇，社會經濟才能穩步
邁進；社會經濟向好了，市民生活才
能更好，才能不斷提升安全感和幸福
感。

今年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嚴重爆發
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作出重要指示，
提出將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
任務」，大大提振香港市民抗疫的信

心，齊心一致應付疫情肆虐，度過最困
難時期。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一國兩
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在新選制
下，香港成功舉辦了選舉委員會、立
法會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開啟了
「愛國者治港」的新局面。在新一屆
特區政府領導下，謀發展已經成為香
港社會的主旋律。我們期待，在中央
的全力支持下，香港社會各界也以實
際行動支持新一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和民
生改善、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行穩致遠，香港再創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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