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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加速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每一個環
節，令數字經濟成為啟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產業變革的「活門」。國家最近發布的《數
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將會加速國家
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
建設構築新平台，並預留空間讓香港協同配
合，分享國家發展數字經濟的政策和市場紅
利，發揮特殊的「窗口」功能。

數字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已與實體經濟和
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彼此通過生產方式、商
業模式與管理模式變革，重構全球經濟活動
的供應鏈和價值鏈，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
變全球競爭格局，催生新產業、新業態及新
模式，推動了製造業強國的發展戰略。《數
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加快5G網絡
與千兆光網協同建設，深入推進IPv6規模部
署及應用，暢通數據資源的大循環，培育壯
大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和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集群。作為對傳統經濟治理的變革、升級與
重構，數字經濟治理不僅提升國家數字經濟
發展的整體質量，還可為推進網絡強國和經
濟復甦提供強大動力。

其中，在技術層面應朝向四個方面攻關，
一是推動「政產學研用」合作，以工程化產
業化為導向，聚焦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
技術領域，構建科技創新體系。二是加大科
技和財政投入，加強核心技術產品攻關，突
破西方國家就關鍵技術和物料的「卡脖子」
式敵意封殺，並且加強傳統基礎設施數字
化、智能化改造。三是構建以監測預警、信
息披露、社會評價和數據共享機制為主體的
數字化聯動監管和治理系統。四是加快建設
統一信息服務數據庫，優化數字經濟治理模
式以強化數字經濟治理的標準性和精確性。

在制度層面亦可考慮三個方面攻關，一是
制定、實施促進和規範數字經濟發展的法律
法規，強化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的法治化建
設，構建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新格局，依法

保護知識產權和專利技術。
二是深化人才體制機制改
革，創新引才、用才、育
才、留才策略，加快建設創
新高地。三是加強數字經濟
和實體經濟、市場力量與政
府統籌與政策指導之間的相互滲透融合，實
現對機制創新的重大突破。

當前國內外超預期因素增多，數據統籌發
展和安全問題日益凸顯，不僅關乎數據市場
的穩定，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安全。國務
院最近提出「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建議組
建國家數據局，由國家發改委管理。新機構
將負責協調推動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
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推動數字經濟
及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正好可以處理相
關情況。

要實現跨產業深度合作
在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成立「數字化經濟

發展委員會」，推動香港數字化經濟的進
程，並讓香港企業更好地把握發展數字經濟
的機遇；最新一份預算案也進一步從四大方
向加速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包括數碼基建、
跨境數據流動、數碼轉型，以及人力資源配
套。3月15日，正在訪京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拜訪科學技術部，見證特區政府和科技部簽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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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他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強調全
力、全速把香港建設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際
創科中心。可見，特區政府已從理念上、機
制上、措施上準備好推動數字經濟，期望特
區政府更好地通過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讓
市場發揮力量，展現作為國家數字經濟改革
的先行先試「窗口」功能。

兩會期間，中央對香港發揮獨特優勢、貢
獻國家發展寄予殷切期望，強調要圍繞提升
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等務實建言，鼓勵港區委員就推動
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支持全國人大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等持續發聲、主動作為。作
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除了提升自身能力建
設，更要積極發揮雙重作用，立足本港實際
情況，為改善香港的民生狀況，積極建言獻
策，務求出實招、求實效。

改善民生就要瞄準香港市民急難愁盼的問
題，住房、創業、教育、養老正是香港市民
最關切的問題，特區政府應研究建立重點民
生項目和實事清單，多部門分工合作，齊心
協力解決民生問題。

居住問題一直是造成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根
源之一，住房問題不僅影響到每個家庭的福
祉，更會影響香港社會的穩定。特區政府須
加大力度，提供更多公共房屋，協助居民購
買自住房屋，推行多元政策，精簡開發建設
程序，做到地盡其用，香港沒有劏房、籠
屋。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幫助基層以

就業擺脫貧窮，是根本之
策。特區政府應開設有關提
升就業技能的培訓課程，以
利基層市民自食其力，增加
收入。

人口老齡化亦是民生的重要
議題之一。一方面，近年內地多個省市開始步
入老齡化社會，帶動安老行業供需兩旺；另一
方面，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小、生活開支較高，
不少香港長者選擇回內地養老。有見及此，特
區政府可以增加社會福利支出，提供更好的醫
療保障、養老保障等服務，滿足香港社會日益
增長的安老服務需求。

同時，特區政府可推動香港安老服務業在
內地發展，包括由香港的慈善團體、同鄉社
團等組織，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安老
中心配對，提供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中
心的資金援助，吸引本港長者回內地安享晚
年，紓緩本港安老院舍供應不足的問題。

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需要政府、社會各界
持續努力、攜手並進，共同為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市民福祉貢獻綿力，為推動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邁向新台階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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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體 全國政協委員 江西省政協港區委員聯誼會會長

全面配合中央港澳辦工作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明確將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基礎上組建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組建中

央港澳辦，有助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確保中央的領導更加有力，不但令香港更準確地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對於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將發揮制度上的推動作用。立法會作為特區的

立法機關，必定與中央港澳辦保持良好的互動和溝

通，全面配合工作，積極反映港人心聲，協助中央更

全面了解香港實況，推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梁君彥 立法會主席

根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組建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維
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
促落實職責。中央港澳辦承擔六大方面的職
責，不單關係到「一國兩制」、中央全面管治
權的貫徹落實，更包括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保障民生福祉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重要工
作，改革具有深遠的意義，彰顯中央高度重視
對港澳的工作。

中央對港政策將落實得更到位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一國兩制」是香

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安排，必須長期堅持。在日前的全國人大閉幕
會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更強調，「推進強國建

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要全面
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
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組建中央港澳辦，有助更好地統籌、落
實中央對港政策，進一步完善「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將「一國兩制」執行得更好，確保不
走樣、不變形，再次體現中央堅持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在制度有
力的保障之下，「一國兩制」必定會運作得更
穩妥。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
領導者、踐行者、維護者。中共十九大報告把
堅持「一國兩制」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反映中央對於維
護「一國兩制」的決心。香港成功實現由亂到

治，再走向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正在於中央
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引領香港撥亂反正，充
分說明中央的領導愈有力，「一國兩制」的運
作就更加穩妥。這次改革充分體現中央對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實踐的高度重視，有助於更
好地落實中央對港政策，更好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成
功實踐。

中央始終把香港市民的福祉放在心上，是香
港繁榮穩定、港人安居樂業的最堅強後盾。中
央港澳辦的六大方面職責中，就包括「保障民
生福祉」以及「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在國家推進強國建設的新征程上，香港
的角色和作用將更大，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積極對接國家重大戰略，是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中央港澳辦的組建將為
香港的經濟民生工作，為香港更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全面對接國家戰略，提供更有力的制度
保證，既實現自身更好發展，亦服務國家所
需，不但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經濟民生的支
持，更大大振奮香港各界對前景的信心。

立法會將為溝通兩地貢獻力量
立法會作為特區的立法機關，在特區治理體

系中職責重大。隨着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
治港」原則全面落實，立法會亦顯現出新風
貌、新氣象。未來立法會將會與中央港澳辦保
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增進溝通交流，一方面向
中央充分反映香港社會各界和市民的心聲，協
助中央更全面了解香港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亦
向香港各界宣傳好中央政策，做好兩地的橋樑
角色，使「愛國者治港」符合巿民期望，推動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讓「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

吳傑莊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組建中央港澳辦，意味着港澳辦
由隸屬國務院，改為直屬黨中央，
彰顯了中共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重
視，也印證了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既然把「強國

建設」以至民族復興和港澳事務掛鈎，那麼組建
由黨中央直接領導的港澳工作機構，便顯得很有
必要。

根據方案所述，是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
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言下之意，改革目
的是使相關工作能更科學和高效地運作。

保民生促經濟維護國安
方案原文是：「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

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
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
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這顯示組建中
央港澳辦的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民生福祉」和「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習近平主席去年七一重要講話提到，香港新一屆
班子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籬」。2020年2月，中共
中央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並設立領導小組
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辦合併設置。這是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一次及時的重大調整，從制度上進一步加
強了中共中央對港澳工作的統一領導，全局統籌，
其效果立竿見影，香港自2020年起逐步走出黑暴肆
虐的泥淖。今次組建中央港澳辦，把中央和港澳更
進一步拉近，強化危機處理的效率，加快香港由治
及興。

有人會說，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港澳事務，是

不是不要「一國兩制」了？其實，追本溯源，
「一國兩制」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來。1987年4
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員時說：「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
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
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
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
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我們搞的是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
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鄧小平的
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由1980年代迄今的事實
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領
導者、實踐者和維護者。今次改革是為了「一國
兩制」更好實踐，令其行穩致遠。

提供制度保證 加強統籌效率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
持。」黨章的《總綱》有下列語句：「全面準
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
針，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些事例
足以證明，中央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一直以來，中央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
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讓「一國兩制」更好地落
實，因此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的問題。

今次機構改革令中央更能科學有效地統籌協調
和推進港澳事務，這對香港日後發展是非常重要
的制度保證。我國過去近百年的歷史證明，有了
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何愁辦不成事？故此筆者對
港澳日後的發展充滿信心。當然，香港特區政府
全體公職人員也要深刻認識今次機構改革的意
義，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組建中央港澳辦 更好實踐「一國兩制」
馮煒光

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閉
幕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
講話時表示，「推進強國建設，離
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是今年兩
會的重大成果，體現了「兩個確

立」是人心所向、偉業所需。習近平主席始終關
心、重視、支持香港發展，在推進建設現代化強
國的過程中，香港更應着力發揮自身獨特優勢，
貢獻國家發展所需，積極搶抓機遇，加快開創由
治及興的新局面。

今年兩會開啟國家發展新征程，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踔厲奮發，帶領全國人民全面推
進現代化強國建設、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
家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升
科技自立自強能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
質量發展。

全國兩會確立了全年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包
括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以及着力擴大
內需、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更大力度吸引
和利用外資、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等，香港必
須在參與強國建設中，抓住新一輪發展機遇、增
強發展動能。

當前香港各界需要認真學習和領會兩會精神，

找到更多香港可以發揮作用的着力點。
第一，國家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窗
口，又是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持續鞏固「十四
五」規劃為香港確立的「八大中心」地位，不斷
做好為國家經濟「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服
務，尤其要加快離岸人民幣中心的發展速度，促
使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的交易貨幣和儲備貨幣。

第二，國家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突
破窒礙發展的科技瓶頸，香港擁有雄厚的科研實
力，也有較為便利的條件引進海外人才。特區政
府正在全球「搶人才、搶企業」，既要吸引內地
人才來港發光發熱，也要引進海外高端人才和技
術，全力推動科技創新及應用，在人工智慧、生
物科技、數字經濟、第三代互聯網等方面以技術
發展貢獻國家發展。

第三，加快融入國家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機遇所
在，才能更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行政長官李家
超最近用一個星期時間，在北京拜會多個中央部
委和機構，爭取更多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積極
行動、主動作為，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機遇，相信隨着相關具體合作政策措施的落
實，香港與內地將更緊密聯繫、共贏發展。

抓住國家機遇 加速香港由治及興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