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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早前出席研討會，就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
講話精神作出全面、系統、深入的解讀，引
領大家進一步認識到「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的發展方向。夏寶龍主任指出，習近平主席
重要講話鮮明標識了「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的坐標。

深刻領會「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這是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應有之義。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符合國家發展利益和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功能
定位，這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
位，也有利於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聯通國際。
全體港人必須對一切反中亂港勢力作出堅決打擊。2019年
的修例風波讓港人更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安寧。面對百年
未遇的大變局，港人應更明白香港對於國家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因此，香港市民要自覺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李家超及其問責班子上任近一個月，已推出不少新的政策
和措施，包括成立了四個工作小組針對跨代貧窮、土地房屋
供應、公營房屋及地區關注議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最近落
區探訪了四間劏房和板間房，了解基層生活；醫務衞生局局
長盧寵茂向深圳爭取增加隔離酒店名額，並研究增設「紅黃
綠碼」機制控制疫情傳播和縮短訪港旅客檢疫日數等等。這
些都給市民留下了耳目一新的印象，顯示了特區政府的施政
新風。

如何精準防控疫情，調整入境隔離時間，有利經濟復甦以
及吸引和留住外資，加速與內地實現免檢疫通關及開放給海
外人士入境，是對特區政府的一大考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不能長期與外界隔絕，香港市民普遍期待特區政府
「議而決、決而行」的新作風貫徹到防疫事務上，令香港在
有效穩控疫情基礎上盡快恢復與各地聯繫。

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深刻領會夏寶龍主任的致辭，以實在
的政績取信於民。香港是多元化社會，特區政府未來一定要
把最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共同治理香港、建設香港。

「以結果為目標」是本屆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施政理
念。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特區
政府能夠着力解決民生需要，便是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
最佳體現。

香港現在面對的核心社會問題，房屋問題當然是其中之
一。在2022年3月，公營房屋輪候冊上的一般申請數目佔
147,500宗，非長者一人申請佔97,700宗。房委會轄下資助
房屋小組委員會在6月20日估算，2022/23年度共可編配約
27,600個公屋單位，相比去年的3.1萬個單位減少11%。現
在一般申請已經延長至超過6年才有望上樓，只有靠馬上覓
得大量土地興建公營房屋，才可把輪候隊伍縮短，滿足市民
的急切需求。

「北部都會區」及「明日大嶼」兩個項目，的確能夠大
幅增加土地供應，特區政府需要盡快落實。不過，這些發
展項目牽涉龐大工程，需要用上長久的時間才可完成。遠
水不能救近火，在當下大批市民等候「上樓」之際，若不
想輪候冊上的數字繼續攀升，特區政府必須從短期目標着
手，冀望在短時間內見到成效，讓市民的住屋需要得到滿
足。

特區政府可以將現有的一些棄置或用量非常低的政府物業
改建作為過渡性房屋，這些現有的建築，改建或內部裝修的
時間與成本絕對會比興建新樓來得快，政府可以讓輪候公屋
的市民優先選擇入住過渡性房屋，待輪候到公屋後，才將過
渡性房屋交還。政府亦可以考慮改建工業大廈，在符合消防
及過渡性房屋法例條件下，安排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入住。
雖然過渡性房屋的居住環境及配套設施未必可以跟公營房屋
作比較，但相比起以紓緩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家庭的壓力而
設置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以上的方案或者可以更好地改善
一眾基層市民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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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煒忠 民建聯執行委員

邱偉銘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選委會委員

幫助青年成長成才擁廣闊舞台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特別提到要關心

關愛青少年。香港社會各界應遵循習近平主席的叮

囑，引領香港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

勢，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

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呼

籲每一個香港青年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中

來。中央對香港青年的殷切關懷和希望，青年人需

要好好領會，通過認清和洞察國內外的形勢，樹立

起作為國家一分子的「主人翁」精神，肩負守護香

港和國家繁榮穩定的重任。

譚岳衡 立法會議員

習近平主席對香港青年的殷切期盼，須有效
轉化為青年發展的實踐方向及不竭動力。青年
人需要不斷裝備和提升自己，從自身和外部兩
方面因素着力，借助香港金融市場成熟發展的
優勢，勇往直前謀求更高個人發展，積極為社
會貢獻自身價值。

善用自身優勢
青年首先要積極思考自身的優勢在哪裏，在擅

長的領域進行突破。得益於香港是中西薈萃的大
都會，香港青年有較多機會與不同國家的人士接
觸，亦可從多方面渠道接收不同資訊，因此普遍
具備跨文化、跨領域發展的能力和較佳的國際視
野，崇尚專業精神和創新思維，同時在語言方面
擁有精通「兩文三語」的優勢。

最重要的是，香港在專業服務業、金融業與

人才培養方面一直都領先全球，並且有着較強
的科研基礎，在發展金融科技方面有着先天優
勢。香港青年正好能夠利用自身擅長的服務業
及金融業優勢來服務國家的整體發展，尤其是
如今香港充分發揮自身最核心的金融優勢，一
方面要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
環的促成者，積極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
另一方面積極推進經濟社會多元多極轉型，打
造新的競爭優勢增長極，如「北部都會區」建
設正在進一步強化「金融＋科技」的複合資源
優勢。這兩方面都將催生大量融資、投資、資
產管理等核心金融需求，令香港在人流、物
流、資金流、資訊流的跨區域配置和資源優化
重組中，獲得更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機
會，帶動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進一步發展，繼
而為從事金融業及其他相關產業的青年人帶來

更多就業機會，青年也可抓住機會將自己的所
學所長應用於實務當中，發掘就業創業的良
機。

與國家發展同向而行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獨有的優

勢，亦是香港能達至如今繁榮的關鍵所在。
作為大灣區一分子，香港需要不斷深化與

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推動金融市場高
水平雙向開放，未來進一步強化連接內地金
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紐帶作用。2021年
下半年以來，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建設有了明顯的提速，債券「南向通」
「跨境理財通」雙向開通、QFII投資範圍擴
大，以及QFLP、QDLP、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
試點等系列政策漸次落地，推動區域金融市

場和金融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相信未來對
專業金融服務人才和跨境金融服務人才的需
求將有增無減。

習近平主席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青
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
未來」。青年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是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無堅不摧的前進動力，只要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勇於肩負起建
設國家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國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這啟示青年在不斷裝備自己的
同時，也要積極和國家發展大局及戰略方向對
接，將個人奮鬥與國家發展和時代進步緊密相
連。只要用開放包容的心態參與到國家建設當
中，以專業所長服務社會，相信廣大青年朋友
們必能在國家發展的廣闊天地中施展才華，放
飛人生夢想，書寫人生華章。

文 匯 論 壇A13

20222022年年77月月222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張卓立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

就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作出深
入和權威解讀，為香港各界更準確掌握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須」、更全面
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發展的「四點
希望」指引方向。工商界應從三大方面更
好領會習近平主席講話內容，積極思考如
何更有效發揮工商界和商會功能，配合特
區政府的政策措施，把習近平主席對香港
發展的囑託落到實處。

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彰顯歷史自信
和堅定意志，符合國家及香港根本利益。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關鍵，
是把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統一起來，而落實「愛國者
治港」更是香港有效實踐「一國兩制」、
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每位市民
都是「愛國者治港」的參與者、受益者，
也應是堅定的維護者，而不是旁觀者。

夏寶龍主任指出，「習近平主席在講
話中對香港引以為傲的『金字招牌』如
數家珍，講『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地位穩固』，講『自由開放雄冠全
球』，講『營商環境世界一流』，還兩
次提到保持普通法制度，等等。中央政
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
勢，香港必將綻放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
彩。」「一國兩制」讓香港的獨特優勢
得以有效發揮，是最佳制度保障。「愛
國者治港」全面落實，具賢能的愛國者
都進入特區管治架構，鞏固了香港的良
好局面。香港工商界定必全力支持和配
合貫徹「一國兩制」，堅定落實「愛國
者治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鞏固營
商環境和提升長遠競爭力。香港既要鞏
固傳統產業的競爭優勢，也要積極拓展
新興產業發展，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必須穩步推進與內地金融領域
的互聯互通，開展金融創新，配合人民

幣國際化發展，完善作為內地對外投資
的中介管道，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香港更要積極推動創科發展，
吸引龍頭企業落戶，鼓勵創投基金發
展，扶植初創公司做大做強，並促進香
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深化協同合作，共
拓更龐大發展空間。

夏寶龍主任亦重點闡述了習近平主席在
講話中提到的「三個全力支持」。這「三
個全力支持」鼓勵香港要憑藉國家堅強的
後盾，全力以赴，創出好成績。

面對新冠疫情和國際複雜局勢，香港需
要有突破思維，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內
「大循環」參與者和國內國際「雙循環」
促成者的功能角色，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
切入點，對接區域經濟合作和「一帶一
路」發展商機，實現與國家互利共贏。香
港更要致力保持與西方在經貿、文化的交
流互動，努力扮演國家與世界其他地方互
動的橋樑，同時擴闊自身發展空間。

發揮工商界功能 助港發掘新機遇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
講話，振奮全港。連日來，

香港各界舉辦了多個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
重要講話精神的專題研討會及學習會，各
個參與的政團、機構、商會、社會知名人
士紛紛認同，「一國兩制」是一個好制
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彰顯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強
意志和堅定決心，消除了社會疑慮，為香
港和國際社會派下「定心丸」。習近平主席
七一重要講話堅定了社會各界對「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信心，讓港人以更大決心
和行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充滿美好期
盼的氛圍下，今年本港各界團體積極籌辦

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系列活動氣氛
特別熱烈濃厚，更勝往年。除各區張燈結
綵，五星紅旗和特區區旗隨處飄揚，洋溢
一片歡欣喜慶外，還有特別版巴士、電車
往來港九新界各地，懸掛國旗區旗的大型
漁船在維港巡遊，維園設大型展覽、創意
燈光、水幕特效展示等多項活動，精彩紛
呈，主題鮮明，傳遞了香港與祖國同心同
行一起向未來的堅定決心。當中重頭戲
「詩詞歌賦頌中華 灣區麗影耀香江」中
華傳統文化展演活動，更特以傳播中國傳
統文化為核心，匯集600多位藝術家一同
揮寫對家國的寄望和祝福。這是第一次港
深合作慶祝回歸，兩地視頻直播聯動，展
現了港深一家親的情懷。

一系列慶祝活動，是香港新氣象的有

力寫照，也是香港社會團結的標誌。其
間，政府、民間團隊合力組織了逾800場
活動，大大小小2,000多個項目。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系列活動的成功舉
辦，既宣揚了「一國兩制」舉世矚目的
成就，更充分彰顯了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歷史自信和堅定意
志，是對一切質疑、抹黑、破壞「一國
兩制」的最有力回擊，是對所有關心、
支持、珍視「一國兩制」的最暖心回
應。「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這是
歷史之必然，是民心之所向。社會各界
須深刻領會貫徹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
話精神，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
家，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
展，開創香港更美好明天。

聚精會神搞建設 齊心同行創未來
莊紫祥 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習近平主席發表的七一
重要講話，是一篇充滿真

理力量的綱領性文獻，香港社會各界甚
為關注。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在專題研討會致辭，
權威解讀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
神，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三個維度，對習近平主席講話的里程碑意
義、重大理論意義和未來發展意義，進行了
精準深入的闡釋，引導社會各界深刻領會。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是廣大青年
與香港社會的共同目標。香港進入良政善
治新時代，培養好「一國兩制」事業接班
人，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講話精神，
也是香港未來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
「一國兩制」方針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
題，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夏

寶龍主任在致辭中指出，習近平主席講話
回答了「香港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的「歷史之問」，又指習近平主席重要講
話就像一座燈塔，為香港發展廓清迷霧，
指引香港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夏寶龍主
任從歷史的高度指明了習近平主席重要講
話對「一國兩制」發展的重大歷史意義，
以習近平主席講話精神推動香港青年錨定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歷史坐標，做
「一國兩制」事業的見證者、參與者，堅
定廣大青年未來為「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奮發前行的決心和信心。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須」，精闢
總結了25年來「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寶
貴經驗；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點希
望」，飽含為民情懷，也為香港發展指明
了目標任務。夏寶龍主任以「四個深刻領
會」，解讀「四個必須」，推動香港社會

充分把握「四個必須」所蘊含的科學理論
邏輯和規律性認識；以「四個落到實
處」，提示我們「四點希望」是香港實現
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的行動指南。

「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也是香港
青年未來更好發展的根本原則和方向路徑。
在「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基礎上推行
青年工作，對青年關心關愛，推動特區政府
轉變治理理念、改進政府作風、強化基層基
礎、提高治理能力，積極開拓與內地經濟人
文的交流融合，讓青年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
香港青年定能發揮優勢，在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中拓展人生事業。

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貫通歷史，思想
深邃，開闢了「一國兩制」理論的新境
界。社會各界須堅守「一國」原則，讓
「兩制」優勢愈加彰顯，香港青年定能獲
得廣闊的發展空間。

錨定歷史坐標 開拓青年發展空間
姚雅愉 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執行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