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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
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要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完
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
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
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
略，着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相
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
下，在中共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全國人
民團結奮鬥，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
力、綜合國力將不斷壯大，實現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推進強國建
設、保障香港繁榮穩定，「人」是決定
性因素。習近平主席指出：「推進強國
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他特別提到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對香港寄予厚望。

歷史上，在國家的重大關頭，香港從
不缺席。中國式現代化為香港帶來重大
機遇，香港優勢明顯，服務「國之大
者」角色吃重，大有發揮空間。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一直吸引了許多
優秀人才來到工作和生活。國家經濟和
科技急速發展，亟需大量人才參與建
設，香港也正乘國家發展進步的東風，
積極「搶人才」進行各種基礎建設及開
拓創新業務。最新落地的「高才通」計
劃反應踴躍，其他如技術移民計劃、創
新科技基金等也廣受歡迎。

民間也主動出擊。科技園5月將赴大灣
區內地城市和東南亞「搶人才」，期望
2030年本港科研人才可增至20萬人，助
力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在新形勢下，「搶人才」可以拓寬渠

道，措施更加靈活開放，
「不拘一格降人才」，建
立培養、引進、留住人才
系統與內地取長補短「雙
向奔赴」。

兩會期間，沙特阿拉伯
與伊朗在中國的斡旋下，達成歷史性和
解，推動整個中東進入重要歷史轉折
點。中沙伊三方聯合聲明宣布，沙特和
伊朗達成協議，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
係，並啓動相關工作。中國作為負責任
大國和平使者的形象受到全球讚揚。中
央致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助力改
善區內地緣政治緊張局面，香港應藉此
機會扮演好「超級聯繫人」角色，制定
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才來港的
新人才策略。

李強總理表示，「我國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已超過2.4億，新增勞動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達到14年。可以說，我們的
『人口紅利』沒有消失，『人才紅利』
正在形成，發展動力依舊強勁」。香港
要善用內地「人才紅利」引入人才，同
時將香港國際金融、法律、會計、仲裁
人才輸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形成「雙向
奔赴」取長補短的互動格局。政策上，
如何在培養和引進、配置和留住取得平
衡，以促進人力資本良性循環，打破行
政區域界限，令區內人才整體發揮最大
效能，這些都是擺在特區政府面前的課
題。遵循人民求發展、期望過上好生活
的意願，圍繞「人才強國」共謀大計、
共同發力，也可算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
生動實踐。

今年兩會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擘畫的中
國式現代化精神，就今年和更長遠的5年
進行了具體安排。其中，香港是中央發展
戰略全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大會
通過的文件，還是領導人的講話，都體現
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對香港發展的支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特別強調「推
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這其中包含多重含義：首先，國
家的社會主義強國建設目標，香港是重要
參與者，不可或缺；其次，香港的繁榮穩
定與國家發展前景息息相關，不可絲毫懈
怠；第三，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僅
是中央的憲制責任，也是香港不可推卸的
歷史重任，這是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必
要條件。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一直是中央治國理
政的重要任務，是國家利益和香港特區
民眾利益高度一致的目標。本次兩會傳
遞出的信息顯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新征程中，中央對
香港有很大期待，香港需要將中央的期
望化為發展動力，為香港、為國家現代
化目標作出更大貢獻。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
後出席記者會時強調：「中央政府將全

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全力
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全力支持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澳
門提高國際競爭力」。這是對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擔保，也是香港回歸以來的
經驗總結，更是香港在新時代新征程必
須遵循的路線。

中央希望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能
夠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
經濟體，香港與國家發展緊密聯繫。數
據顯示，中國近1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
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8.6%，國家發展的外
溢效應，香港理應首先獲得。特別隨着
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步伐加快，擁抱這一
歷史性的機遇，香港才能解決民生之
憂，實現更好的發展。

中央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香港長期保持
獨特地位和優勢，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家未來的發展
中，香港在「背靠國家、聯通世界」上
更需要大有作為。特別是在波詭雲譎的
國際大環境下，香港對國家貢獻的獨特
作用會更加凸顯。

融國家之力 增強香港創科「興」的動能
行政長官李家超連日來繼續在北京拜訪不同的中央

部委和機構，包括科學技術部、文化和旅遊部、海關

總署和商務部等，並於昨日與科技部簽署了《內地與

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安排》。

在全國兩會推動的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

中，李家超以實際行動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推

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

要講話精神，以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重點，以融

合國家發展大局為動力，體現了發揮香港優勢丶貢獻

國家所需的履職擔當。

嚴剛 立法會議員

如何全面準確領會貫徹中央的治港方略，李
家超率領的香港管治團隊邁出了踏踏實實的一
步。李家超今次藉全國兩會之東風，馬不停蹄
地走訪國家部委，正是在於把握國家高質量發
展的契機，為香港可持續發展拓展更為寬闊的
路徑。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家超率先拜訪科學技術部，達成加快建設

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合作框架，涵蓋深化
兩地科研合作、創新資源共享、成果轉化、人
員交流，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強化統籌協調
等重點，體現了特區政府積極主動回應對接國
家「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推動落實國家
「十四五」規劃關於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的發展目標。香港特區應該緊緊把握國
家創新科技布局帶來的發展契機，特別是在以

創新科技驅動的「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藍圖
中，發揮香港研發優勢，着力推動研發結果產
業化，形成與深圳、廣州優勢互補、資源有效
配置的產業鏈，提升香港競爭力，助力國家發
展。

其次，「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的要義在於港澳繁榮穩定。香
港特區只有持續發展繁榮，才能貢獻強國建
設，香港特區的持續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央的大
力支持，離不開國家發展的帶挈。中央支持香
港發展經濟的前提，必須是香港要有積極主動
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強烈願望與切實行動。特首率領8名政策
局局長走訪國家部委，積極尋求與國家相關部
委緊密合作，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展現了
香港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強烈願望與實際
行動。

變革制度機制使兩地更好對接
再次，特區政府在推動對接融入的同時，應

該全方位檢討並修正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過程中
的執行機制。「兩制」是香港持續發展的固有
優勢。不可否認，「兩制」也可能對香港全方
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成某些方面的阻力，這
就需要特區政府發揮「兩制」優勢，落實「以
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消弭制度性的窒
礙，在制度體制機制方面尋求對接的突破口，
促成「兩制」之間無縫對接，發揮創新科技在
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動能。

最後，香港在強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
強，不會削弱。國務院總理李強在記者會上強
調，「全力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
支持香港、澳門提高國際競爭力。有祖國作堅強

後盾、有『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香港、澳門
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

國家持續開放的大格局，需要進一步加強香
港特區外引內聯的橋樑作用，但不可否認的
是，各省市各行業百舸爭流，在某種程度上或
會削弱香港的橋樑作用。如何確保香港的地位
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特區各界必須化被
動為主動，在配合內地各省市來港招商引資的
同時，也可以組團到內地各省市乃至全球各地
招商，推廣香港優勢，說好香港故事。由河套
區港深創科園和深圳科創園區共同組成的「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將匯聚全球人才，成為港
深科技合作的創新示範區，加上中央推進廣州南
沙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和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帶來的重大機遇，香港完全可以
藉國家之力，與廣東省優勢互補，打造大灣區
創新高地，促進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瑞典哥德堡大學近日發表其所謂的
「全球民主報告」，香港在179個國
家和地區當中竟然排名第139位，而
英國和美國分別位列第20和23位，
結果令人譁然。很明顯，負責撰寫報
告的V-Dem研究所沒有充分評估某些

西方國家的制度優勢和劣勢，以致報告帶有政治偏
見之嫌，可信性存疑。美國以金錢政治掛帥，選舉
制度充斥弊病，黨派鬥爭激烈，政府經常漠視民
意，竟然排名第23位，相信其親密盟友也不能置
信。

世上並無放諸四海皆有效的民主制度，世界各地
實行的直選制度也存在不少差異，甚至會出現不
公現象。譬如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國會選舉採用
「簡單多數票當選制」，往往會讓得票率過半、
但總體得票偏低的候選人當選。這種選制本質上
有欠公允，導致少數黨派無法在選舉中獲取議
席。歐盟的選舉採用了比例代表制，使所有派別
的政客都能在歐洲議會獲取議席。通過民選產生
國家領導人的地區，也會不時出現政黨踐踏選民
意願的狀況。例如，英國前首相約翰遜雖在2019
年大選中以高票當選，但在2022年遭一小撮黨友
逼宮下台，其後經由保守黨成員選出特拉斯取而
代之。然而，特拉斯只出任了44天便黯然下台，
淪為英國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保守黨成員罔顧民
意，最終鑄成大錯。

美國與英國的選舉制度類同，但前者是金主話
事，財力雄厚或委身於利益團體的候選人才有機會

勝出。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據報耗資66億美元，
政黨和候選人在富商、企業和政團獲得大多數競選
資金，這些金主在選後自然會向當選總統索取回
報，產生不少惡果。

V-Dem研究所之所以針對香港，是因為它與國際
金融大鱷索羅斯操作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有密切
關係。事實上，研究所在去年以印度為攻擊目標，
給予印度排名第93位，讓外界以為印度民主大倒
退。其後印度新聞網站OpIndia揭露：「開放社會基
金會」資助V-Dem的運作，而索羅斯曾公開表示自
己仇視印度，經常譴責以總理莫迪為首的印度政
府。V-Dem 研究所把印度列為「垂死的民主國
家」，而索羅斯以金主的身份對此表示支持，證明
所謂的「全球民主報告」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

索羅斯同樣敵視中國，所以香港也成了V-Dem研究
所的攻擊對象。索羅斯曾揚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
「最具威脅的對手」，又「表揚」「港獨」分子在
修例風波取得「空前成功」，更在《華爾街日報》
撰文，以「開放社會基金會」創辦人的名義表示自
己比美國更想打倒中國。這難怪，V-Dem研究所刻
意把香港的民主排名大幅拉低至139位。

由此可見，「全球民主報告」已被政治騎劫，淪
為粉飾美國和打壓香港的工具。報告讓索羅斯之流
欣喜若狂，但同時令知悉香港民主發展的人士深感
不齒。V-Dem研究所受到索羅斯之流的資助，其報
告毫無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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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民主報告」只是金融大鱷的玩物
江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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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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佩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有報道指，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將於3月底出訪
伯利茲與危地馬拉時過境美國，在當地發表演說並
與美國眾議長麥卡錫會面。然而，以當前的中美關
係與台海情勢，蔡英文的任期只剩一年，實在沒有
理由、也不應該因過度操作美國過境活動，讓台海
再度陷入危機。民進黨只為選舉利益考量，企圖通
過刺激大陸以增強島內「台獨」勢力支持度，讓台
海爆發不可控的危機，絕對不是台灣民眾所樂見。

去年佩洛西竄台後，大陸對台軍演，對台海情勢
的穩定及中美關係都造成嚴重壓力。如果今年麥卡
錫也竄台，所引發的衝擊規模至少會等同於去年，
甚至還會更嚴重。然而，蔡英文仍不會放棄拉抬本
身聲望的企圖，而麥卡錫也不願被視為向大陸示
弱，故而藉由蔡英文過境美國安排在加州見面。

其實，早自今年2月21日，台美高層已在「美國
在台協會」總部舉行了安全對話，雙方曾討論相關
的議題。蔡英文此行堪稱「項莊舞劍」，所拋出的
風向球看似在測試大陸的容忍底線，其實真正的目
標，應該是爭取在卸任前能出訪美國，企圖為自己
留下歷史定位。然而，去年8月佩洛西竄台後，大陸
激烈的反制作為與對台立場更趨強硬，已然產生一
定的作用。對麥卡錫而言，他先在美國見蔡英文，
自然能「進可攻、退可守」。

蔡英文將過境美國見麥卡錫，表面平靜，其實枱
面下波濤洶湧，特別是自今年以來，中美對峙趨於
嚴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並未評論麥蔡將在
加州會晤，反而強調美國更大的關切是所謂的「大
陸持續試圖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尤其錯誤地
宣稱佩洛西訪台改變了現狀」。

然而，中國外交部回應，中方「嚴重關切蔡英文
過境美國的計劃」，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強
調中方堅決反對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稍早
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批評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
壓」，新任中國外長秦剛在記者會中也強調，台灣
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更多次批評美國不要干
涉中國內政，尤其講了重話「台灣問題處理不好，
中美關係地動山搖」，已為現階段的中美關係畫下
紅線。

進一步而言，美國政界與媒體都將中國視為具敵
意的挑戰者，拜登政府雖然口頭上說不樂見與中國
進行冷戰或衝突，但戰略上「圍中」態勢日益明
顯。因此，蔡英文3月底過境美國，可視為中美關
係是否繼續繃緊惡化的試金石。蔡英文目前安排行
程是去程過境停留紐約，回程將停留洛杉磯與麥卡
錫會面。麥卡錫今年不竄台是美國管控，但麥卡錫
在其選區加州與蔡英文會晤，仍會加深中美的對
立。

雖然蔡英文藉過境美國會晤麥卡錫，堪稱針對當
前嚴峻的情勢作出妥協與調整，但蔡當局若誤以為
採取一些技術性操作即可穩定台海局勢，那真的是
昧於現實及流於一廂情願。其實，蔡英文當局與其
一邊提升對美關係，一邊防範大陸對台制壓，還
不如主動改善兩岸關係，願意認同與接受「兩岸
同屬一中」的兩岸定位論述，如此必能建立雙方
互信與溝通的良好渠道，台灣與美國及大陸都可
同時發展良好關係，又可兼顧台灣的安全福祉與
權益。

蔡英文過境美國無視台海風險
潘錫堂 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