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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的「0+3」入境檢疫安
排自實施以來，普遍獲得了社會的正面
評價和肯定，而各界尤其認同的是，新
措施起到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積極
作用。回看過去兩三年，新冠疫情加上
地緣政治等因素衝擊，拖慢了香港的發
展步伐，部分港人也產生一些悲觀情
緒。香港在金融及創科發展方面不應
等，也不能等，一定要奮力創新，致力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眾所周知，香港背靠祖國，內地為香
港提供源源不斷的驅動力，這種優勢是
其他國際金融中心所沒有的。因此，香
港必須要利用好背靠祖國的優勢，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是要加強自身實
力，不斷打磨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
競爭力，貫徹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
對香港的要求，在建設離岸人民幣樞
紐、發展創科金融和綠色金融等方面發
力，進而提升全面競爭力。

事實上，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金融
業發展。過去幾年，香港與內地資本市
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建設明顯提速，一系
列的互聯互通項目，包括「滬港通」、
「深港通」和「債券通」等得到蓬勃發
展。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以來，債券
「南向通」、「跨境理財通」雙向開
通、QFII投資範圍擴大，本外幣一體化
資金池試點等系列政策漸次落地，進一
步強化了香港連接內地金融市場與國際
金融市場的紐帶作用。

面對這些利好條件，
香港實應充分發揮自身
獨特優勢，要繼續擴闊
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一步提升香港
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基礎
設施，具體措施可包括加快推進允許內
地及本港投資者參與對方市場IPO的
「新股通」，並盡快落實有關容許「港
股通」南向交易股票以人民幣計價的措
施細節等，從中加強香港融資市場發
展，並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同時，香港亦要充分利用中央支持香
港作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的機遇，大
力開拓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潛力。
建議特區政府制定具吸引力的稅務政
策、引資政策，引導企業利用香港的金
融平台發展綠色經濟，推動香港成為綠
色金融領域的亞太區樞紐。香港也應準
備好乘「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東風，進
一步強化香港「金融＋科技」的複合資
源優勢，在金融科技、數據市場、虛擬
資產等領域多作創新應用，面向內地、
聯通世界，增強在新興金融領域的國際
發展。

面對社會經濟全面復常在望，本地金
融業只要急起直追，奮力圖強，致力打
造新的競爭優勢，引領大灣區金融發
展，以自身優勢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能持續鞏固
發展，香港未來必將一片光明。

香港多所大專院校，包括科大、理
大、中大、浸大等，在國慶日舉行隆
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升旗
儀式。港專本學年還推出定期舉行的
「博學課堂」，內容包括升國旗儀式
及有關世情、國情和港情的教與學活
動。香港在加強愛國教育方面已日見
成效，然而「去殖民化」的工作仍待
加強。

早前香港有餐廳公然以香港的黑暗歲
月和傷痛作為賣點，販售所謂「Once
Upon a Time in Hong Kong」(曾幾何
時的香港)的主題晚宴，每位收費高達
3,200元。晚宴提供八大菜式，菜式名
字以近代中國的屈辱史作賣點，包括
「鴉片戰爭」、「日軍入侵」等，以法
式羔羊肉比喻鴉片戰爭，以海鮮刺身比
喻香港的日佔時期，在中國人傷口灑
鹽，實在令人氣憤。還有，英女王伊利
沙伯二世逝世，有些人到英駐港總領館
外排隊弔唁，甚至有人單膝跪地「如喪
考妣」。西方反華勢力藉此大做文章，
胡說是「反映了港人懷念英殖民統治」
云云。悼念英女王時單膝跪地的人只佔
極少數，絕不能代表所有前往悼念的
人，更不能代表香港社會，但這的確反
映，香港有一小部分人抱有「戀殖心
態」。

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實施，令香
港實現由亂到治的根本性轉變，並進入由
治及興的新時代。反中亂港分子或鋃鐺入

獄，或落荒而逃，各種反
中亂港組織分崩離析，
但仍然有一小撮人死心
不息，利用出版物、社
交網站、舞台表演等手
段進行「軟對抗」。

回歸前，港英政府一直推行「殖民化
教育」，中國歷史課程不被重視，在香
港小學常識課課程綱要中，中國歷史內
容涉獵甚少，導致相當部分港人的國家
觀念、民族意識較為淡薄，缺乏家國情
懷。

本地法律界仍然跟隨英國傳統，律
師和法官在法院進行審訊時佩戴假髮
和長袍，而在香港的部分成文法例，
還保留着港英時期「女王陛下」或
「聯合王國」及「英屬國土」等殖民
色彩字眼。

特區政府已對各界別的殖民色彩內容
進行改革。去年底開始，香港多支紀律
部隊全部轉用中式步操及敬禮儀式，警
隊也從今年7月1日起全面摒棄英式步
操，換成英姿颯爽的中式步操。香港法
律改革委員會也開始檢討所有成文法
例，研究換走類似字眼，兼整合或廢除
過時法例。

香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回歸已經
25年，各方面須持續檢視、摒棄「戀
殖」的現象，以多元化方式加強國民教
育，提升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建立發
自內心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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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遷 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精準防疫穩步復常 鞏固本港競爭優勢
特區政府實施「0+3」入境檢疫安排後，反應良

好，受到各行各業和廣大市民普遍歡迎。昨日，政府

又公布下月6日起放寬防疫抗疫措施，包括放寬餐飲

處所每枱人數、所有表列處所的每組活動人數等。本

港復常之路要審慎而行，才能避免走「回頭路」。有

序放寬防疫限制，兼顧重振經濟民生，不僅有利於恢

復與海外和內地的正常通關，加快本港經濟民生復甦

的步伐，而且本港保防疫、振經濟的成功經驗可供內

地參考，進一步鞏固本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

胡劍江 全國政協委員

疫情持續兩年多，近期再加上加息壓力，本
港經濟低迷、百業艱難。隨着疫情緩和，包括
商界在內不少業界人士強烈呼籲政府放寬檢疫
措施，例如由原來「3+4」安排調整為「0+
7」，吸引外來遊客，刺激市民消費，以挽救
疲弱經濟，助旅遊、零售等服務業脫離水深火
熱的困境。

放寬限制振經濟順民意有擔當
目前本港疫情有所回調，但每日確診人數

仍徘徊在三四千左右，每日仍有不幸染疫而
死亡的個案，特區政府以市民安全為重，保
持控疫、外防輸入任重道遠。但在承受防疫
壓力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出台「0+3」新安
排，調整幅度之大也超出預期，如今決定再

放寬防疫抗疫措施，反映政府堅持在精準抗
疫及以最少資源達到最大效益的原則下，體
察各行各業的苦況和渴望重振經濟的迫切需
要，有序放寬防疫抗疫措施，在保障市民健
康的大前提下，香港經濟、市民生活與國際
及內地聯通等得以復甦，顯示政府在保障市
民健康、重振經濟、助各行各業渡過難關有
決心、有承擔。

「0+3」新安排的利好效應立竿見影，連日
來市民外遊意慾熱烈，機票一票難求，海外返
港的港人和來港遊客增加，航空業界受惠更明
顯，已經出現爭人才、請人難的情況，有航空
公司計劃未來3個月額外提供逾8萬個往返日
泰星等地的機位。另外，金管局日前宣布，11
月1日起一連兩天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

會，有約200名金融界領袖已應允出席，其中
包括100多間全球重要金融機構主要負責人。
事實證明，本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旅遊中心的根基雄厚、地位穩固，只要堅持精
準防疫、穩步復常，本港的優勢可以迅速重
振、提升。

各界攜手配合復常事半功倍
加快開放、早日復常是社會共同期望，有商

界、旅遊界人士不滿足於「0+3」安排，渴望
政府一步到位實施「0+0」安排，全面取消入
境檢疫限制，認為這樣才能吸引更多海外遊
客、國際投資者，才能保住香港的競爭優勢。
不過，理想不能脫離現實，本港進一步放寬檢
疫限制必須慎重行事。商界、旅遊界及廣大市

民更應積極配合防疫、協助復常。在推廣接種
疫苗之初，商界曾推出不少優惠、獎勵吸引市
民接種，有發展商更提供住宅單位作接種疫苗
抽獎。如今為加快復常，商界、旅遊界應積極
考慮加推類似優惠、獎勵，各行各業攜手合
作，防疫復常事半功倍，「0+0」安排才有望
早日實施。

如果本港能夠在有效控疫的情況下，重新與
國際社會接軌並保持穩定，維護自由開放規範
的營商環境，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其成
功經驗可供內地參考，本港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獨特優勢也得到進一步彰顯。因此，社會
各界更要保持理性和耐心，與政府共同努力，
為持續推進放寬防疫限制、重振經濟民生創造
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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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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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
年，五星紅旗在香港各區迎風飄揚，

香港各界包括紡織及製衣界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73周年華誕。實幹鑄就偉業，在國家主席習近平
帶領下，今天的中華大地上，向世界展示出一幅壯
闊美麗的畫卷，國家的經濟發展穩中向好，人民生
活持續改善，國家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更加
得到鞏固提升，成為全球增長引擎；國家「十四
五」穩健開局，發展步履堅定，各項事業邁出新成
效、新氣象，成就舉世矚目。

事實上，面對疫情防控、經濟發展以及應對複雜
嚴峻國際形勢等情況，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國家
經濟實力躍上大台階，人民生活質量和社會共享水
平取得歷史性進步。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21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14.4萬億人民幣，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達1.25萬美元，而中國對世界經濟增
長的貢獻總體保持在30%左右，成為全球增長最大引
擎。

中央始終堅守「一國兩制」之初心，實施香港國
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為香
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香港迎來由亂到治、由治
及興的重大轉折。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堅定表
明「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並向香港提出「四
個必須」、「四點希望」，進一步鞏固了香港及國
際社會的信心，為香港建構了開創新局面、實現新
飛躍的穩健基礎。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倡議，為香港工商界帶來前所未有的
機遇， 工商界必須抓緊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優勢，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
位。

誠然，作為香港優勢工業，並在區域化生產鏈和
供應鏈具主導權和影響力的紡織及製衣界，底蘊深
厚，絕對有實力、有擔當，從多方面助力香港主動
對接國家戰略，推動香港工商界成為共建「一帶一
路」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以及受益者，締造互惠
互利、多方多贏的局面。

事實上，香港紡織及製衣界不少廠商看準東盟發
展潛力，多年前選擇到東盟國家設廠營商，足跡遍
及越南、菲律賓、柬埔寨等，既開拓商機，亦為當
地製造就業機會，推動公益事業，例如協助兒童接
種疫苗、推動當地基礎教育等，加上港企素來恪守
法規，因此備受當地人民歡迎，促進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與民心之相通。

同時，港商與東盟地區一直有深厚的合作經驗，
「十四五」規劃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
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配合這個格局，港商可利用
過去的設廠經驗、商業網絡和對市場的認識，夥拍
內地新興時尚及創科品牌「併船出海」，一起走出
國門開拓國際市場。隨着東盟市場消費力與日俱
增，對高性價比的紡織成衣、電器電子等產品需求
持續增加，若能配合港企於當地的品牌推廣和營運
銷售等經驗，相信「併船出海」的做法，絕對能為
國家、為香港增強發展動能。香港要把握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帶來的機遇，投入國家發展大局，貫徹落
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透過實踐讓「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為兩岸和平統一，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作貢獻！

為國為港 增強發展動能
陳祖恒 立法會議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3歲生日，正以生機勃勃、
蒸蒸日上的昂揚姿態，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與
此同時，回歸祖國25周年的香港，也和全國人民一
道同賀國家73載以來的輝煌成就，同享盛世的喜悅
與榮光。

在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徹底
改變了多年來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開
始走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這73年
來，中國從「飽受欺凌」到「自立自強」，從「一
窮二白」到「全面小康」，從「啼飢號寒」到「安
居樂業」，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世界軍事強國、世界外交強國、世界航天強國、世
界體育大國等，實力和地位不言而喻。這73年來，
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帶領人民頑強奮鬥、砥礪
前行，才有輝煌的光景，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
奇跡。

73年的壯闊篇章，也是中國人民一筆一畫書寫而
成的。人民群衆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相信
並依靠人民的力量，創造了今日的中國奇跡。中國
在西方國家的打壓和圍堵中不斷發展壯大，不斷攻
堅克難，關鍵就在於堅毅的中國人民始終團結一
心、同舟共濟，凝聚起了堅不可摧的力量，共同應
對各種挑戰。73年風雨兼程，中國人民始終朝着
「中國夢」不斷奮進。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路上，每一位中華兒女都不會缺席。

當今世界正經歷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
於自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雖然面臨着一系列的機遇
與挑戰，中國仍會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創新
科技，建設好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對
外開放的橋樑，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

目標的藍圖。中國始終堅持保障港澳的長期繁榮穩
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攜手十四億中華
兒女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中國也會堅持走「和
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
路，在世界前進的浪潮中履行大國責任、發揮大國
作用。無論過去還是未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
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中國將繼續以自身的新發展為
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全球發展事業不斷向前，與
世界各國人民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現大國
應有風範。

從時代的發展看，個人的前途和命運與國家、民
族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連，香港青年要勇於踏出
「舒適圈」，把握好新時代下祖國快速發展帶來的
機遇，抱持正面開放的態度，發揮香港在「一國兩
制」制度下各專業領域的優勢，與祖國的大市場和
產業發展對接互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期
待特區政府和各界更加重視青年工作，在弘揚中華
文化及道德傳統上加大力度，解決好青年向上流
動、置業等民生難題，這對於青年愛國愛港情懷的
培育、品德修養的提高以及社會的和諧，均有裨
益。青年興，則香港興，推動祖國和香港的繁榮發
展，青年責無旁貸。

73年的奮鬥，73年的巨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
人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昨日的勝利，
已載入史冊，未來的輝煌，還在繼續譜寫。沒有任
何困難可以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中華兒女們將繼
續不辱使命，香港也將繼續與祖國攜手同行，為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更多
力量。

崢嶸七十三載 譜寫盛世華章
張業維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廣州市增城區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