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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新拓展
近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
常 樂 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
方案》，而《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
案》也於隨後發布，這些政策的出台，不
僅標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實施日益走
向縱深、成果日益凸顯，更表明粵港澳三
地合作日益暢順、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
不斷發揮，粵港澳三地合作新的體制機制
正在形成。
中共十九大以來， 「一國兩制」 被確
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期堅持的
一項基本方略，也被實踐證明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顯著治理優勢。因
此，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
不僅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制
度，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基本制度，還是新發展階段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制度。
從 「一國兩制」 的性質、地位與作用
看，其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安排是長期性
的，也是戰略性的。從這一角度看， 「一
國兩制」 不僅能夠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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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的 「特色」 ，甚至還可視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中）的一個本質
性規定。從回歸以來，尤其是粵港澳大灣
區國家戰略實施以來看，一方面，中央一
直高度重視和肯定 「一國兩制」 制度優
勢；另一方面，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
也一直在中央的支持下不斷得到豐富、完
善與拓展。

發揮港澳賦權賦能
這裏談三個方面的觀察：
一是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具有 「梯
度演進」 的發展趨勢。 「一國兩制」 從其
創立起，除保障港澳和平回歸祖國的制度
──功能優勢外，還有保持港澳長期繁榮
穩定和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的
制度──功能設計（與優勢）。回歸後，
「一國兩制」 在港澳順利實施，並取得舉
世矚目的成功。隨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國家戰略，就是在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高
度自治的方針，充分認識和利用 「一國兩
制」 制度優勢的基礎上，所作出的 「有利

於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內涵」 的安排。
之後，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
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的規劃、設計與實踐，也都是堅持 「一國
兩制」 方針，豐富 「一國兩制」 新實踐的
戰略性安排。這就明顯使 「一國兩制」 的
制度優勢具有了港澳特區──粵港澳大灣
區──粵港、粵澳（深度）合作區等的梯
度演進功能拓展趨勢，尤其在深圳先行示
範區及大灣區先行先試、示範帶動的制度
建設目標下， 「一國兩制」 的制度也就有
了進一步擴展的可能。
二是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的發揮要
對港澳賦權賦能，充分保障其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首先在港澳地區
行使，其目的就是要在國家主體的社會主
義範圍內，充分發揮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
及高度國際化的優勢。在世界日益全球化
和市場經濟成為國際交往基本規則的今
天，港澳的 「一國兩制」 無疑具備與國際
接軌的先天優勢。加之，港澳地區人口眾
多、土地面積狹小、資源有限，嚴重限制
其制度優勢的發揮，因此，回歸以來，中

央一直支持港澳拓展其制度治理的地理邊
界。深圳灣口岸、橫琴口岸、澳門大學橫
琴校區及深圳河南岸的河套地區等屬於一
類，通過中央授權在不改變土地性質歸屬
的前提下，由港澳特區直接按照特區制度
管理；而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深圳河
套科技創新合作區及前海深港服務業合作
區則屬於另一類，通過中央授權和地方政
府間的合作探索，建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的新體制。在後者的實踐方面，無疑粵澳
橫琴合作走在了前面。

探索三地合作新體制
三是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的發揮要
以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為前提。粵澳、
粵港合作區的治理及 「一國兩制」 制度優
勢的發揮，充分尊重和保障港澳的治理能
力十分重要，但是也必須在中央全面管治
權的行使這一前提，在大灣區及新型合作
區等豐富 「一國兩制」 新實踐的這些區
域，探索和推進中央全面管治權與港澳高
度自治權的有機完美結合十分迫切和重
要。

這其中，首先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
使，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範區、新
型合作區等的規劃制定、頒布及配套性制
度的設計和發布，以及對地方政府單項或
清單式優惠政策的授權。
其次還可以建立自上而下的區域合作
領導架構及相關人員安排。大灣區建設，
中央建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吸收粵港澳三地政府行政首長參與；而相
關合作區開發管理機構，則由粵澳或粵港
共建共管，提高行政層級，屬地管理與多
元管理並行。
最後還要明確，在內地相關區域雖然
採用港澳的相關制度，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但是仍要 「集中精力抓好黨的建
設、國家安全、刑事司法、社會治安等工
作」 。其實，這對於 「一國兩制」 的港澳
實踐也應有所借鑒。
註：本文是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
大項目 「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
體系創新研究」 （批准號：20&ZD158）
階段性研究成果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
究基地研究員



轉變治理理念 推動香港大發展
慧言真語

在中央的主導
下，香港社會開啟由
亂及治、由治及興的
重大轉折，市民和社
王惠貞 會各界對提高特區管
治效能、實現香港良政善治有了更高的期
待。迫切需要打造一支愛國忠誠、擔當作
為、管治能力強、社會認受度高，以及善於破
解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中央一直對香港厚愛有加，多次強調
「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對香
港賦予重託。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
的進程中，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
主席習近平高度評價說： 「香港同胞一直
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
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國人
民從未忘記。」 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港
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發揮的主要作用，
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
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
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
管理的借鑒作用。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
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世易時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
世界在變、國家在變，香港在變但也沒有
變。香港之變化，在於社會局面的改變，
有了國安法，香港終於迎來社會穩定；香
港之變化，在於選舉制度得到完善，社會
終於不再撕裂折騰，放下 「泛政治化」 紛
爭，開始聚焦經濟民生，開始對教育、傳
媒等領域長期存在的問題進行糾偏校正。
可惜，香港也有該變而未變之處：傳統經
濟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
成；治理模式一成不變墨守成規；治理思
路缺乏長遠規劃、 「國之大者」 意識有待
提高，等等。
回望國家，幾十年來發展日新月異，
令世人驚嘆。中國制度、中國模式一枝獨
秀。香港承 「一國」 之優，行 「兩制」 之
便，在 「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的同時，亦應樹立 「學國家所長，補香港
所需」 的意識。比如，國家一切為了人民
的理念、舉國辦大事的動員能力、善於着
眼未來謀劃長遠的前瞻力、敢於與時俱進
自我革新的勇氣魄力，等等。都值得特區

治理學習借鑒。
我們的國家以人民所需所盼為出發點
落腳點，全心全意打造人民美好生活；我
們的國家善於擘劃長遠，五年一規劃，一
張藍圖幹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幹；我們的
國家敢於自我加壓、自我革新，不斷給自
己出答卷、寫答卷，以「趕考」永遠在路上的真
誠努力，致力於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正因為有這樣的執政黨，我們的國家
積累了舉國辦大事的動員力。比如去年武
漢遭遇突如其來的疫情，前往支援的醫護
人員達3.2萬人，其中解放軍醫護人員就有
4000多名。萬眾一心，經歷76天的封城，
終於取得戰略性勝利。人們說 「全世界最
好的武漢，被全世界最好的人守護了」 。
再比如面對貧困這一人類社會的頑疾、
古今中外治國安邦的大事，我們國家自2012
年以來，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
位置，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
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
8年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
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同近200萬名鄉
鎮幹部和數百萬村幹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
線，披荊斬棘、櫛風沐雨，其中1800多名
幹部獻出了生命。終於達至現行標準下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
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創造
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類似這樣的事例
很多。
大時代大變局中，香港的治理理念是
否也應有所轉變？體現市民的所思所盼、
解市民的所憂所慮？比如改變按部就班的
節奏和模式，以市民住房醫療等民生問題
作為攻堅專項，千方百計加以解決；比如
面對 「修例風波」 、疫情等突發事件時，
動員一切可動員的人力物力，有所統籌，
有所配合，有所分工，集中力量處理；再
比如，官員如何培養大格局、大眼界？在
落實 「十四五」 規劃時，也要學習並思考
香港如何進行中長遠規劃，如何培育新的
發展增長點？
改變政府治理觀念模式，學習國家所
長，補香港之短──既是市民所盼，更是
香港發展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踐所需。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清除區議會政治瘀血盡快重回正軌
特區政府昨日安
排首批區議員進行
宣誓。區議員作為
林偉文
公職人員，必須依
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若
果缺席宣誓儀式，即代表自動放棄議席，
必須退還其議員薪津。筆者對於特區政
府的果斷做法十分認同，認為除去議會
內的 「政治瘀血」 ，盡快讓地區管理工
作重回正軌。
事實而言，地方管理出現 「怠政」
的困局，始於黑暴時組成的區議會。很
多所謂的 「政治素人」 憑着喊得兩句 「攬
炒」 口號取到區議會席位，他們根本連
議會運作及功能都不知道。相反，他們
只是逢政府必反，不論利民紓困，還是
方便居民的，都要帶頭反對。行動目標
非常清晰，就是拖垮政府的施政。這班
「政治素人」 進入區議會的目的，就是
為日後的奪取特區管治權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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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始於十
多年前的政制改革，提高了區議會的地
位，令區議會由地區諮詢的民生角色，
變成為實踐參政的角色，將整個諮詢架
構變得政治化。區議員有機會投票選出
特首，他們的政治地位突然提升，攬炒
派於是藉機肆無忌憚將政治議題帶入區
議會。其中最為筆者氣憤的是，前年黑
暴發生後，時任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
琼在會議上譴責警方執法，抹黑警方 「濫
用暴力」 云云。區議會是根據基本法設
立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試問，攬炒派
的行為是否已超出區議會的職能，是不
是濫用職權？及後，多個區議會有樣學
樣，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再者，現屆區議會就職後，各區的
攬炒派議員即時叫停所有上屆區議會通
過的地區工程，包括：興建行人天橋、
升降機、休憩地方等，興建中的工程亦
要擱置。這些社區設施都是便利當區居

民，為何他們以政治上的 「意識形態」 ，
來剝削居民的福利？
中央認清攬炒派的政治動機，作出
即時行動，通過完善選舉制度，削減了
區議員參政的機會，立法會內的 「超級
區議會」 議席取消；區議員亦被取消出
任選委會委員。中央的做法，無疑截斷
了攬炒派實踐 「攬炒十部曲」 的妄想。
同時，警方國安處亦拘捕多名觸犯香港
國安法的區議員。特區更按法例要求，
安排區議員進行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
事實上，大批攬炒派區議員不願宣
誓而辭職，導致多個區議會議員數目大
幅減少，或會影響議會運作，影響特區
政府的地區施政。然而，這亦給予政府
一個機會，思考如何改革區議會的定位、
功能，如何有效改變地區的施政，由 「地
區管理」 改變為 「地區治理」 。
中山大學公共行政管理學碩士

利用大灣區優勢 發展新興產業現代中藥
全球在為
治療新冠病毒
確診者而殫精
竭慮，中醫科
廖美香
學家張伯禮院
士去年3月於世界衞生組織會議上分享中
國利用 「三藥三方」 治療新冠肺炎等抗
疫經驗，引起了世界對中醫藥的關注。
筆者於月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時，來自
英國的大學醫學院教授談及醫學科研說，
期待深入認識中醫藥在治療疾病上的貢
獻，從而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可以預
料，中藥現代化正是中西方及各國醫護
界的期盼，也是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一
個亮點。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
出，現代中藥是內地培育壯大的戰略性
新興產業之一，而要塑造健康灣區，中
央支持香港發揮中藥檢測中心優勢，與
內地科研機構共同建立國際認可的中醫

藥產品質量標準，推進中醫藥標準化、
國際化。
由於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市場
有限，本港一些藥商寄望未來可到河套
進行科研，以便進軍大灣區開發市場，
並輻射到全國。事實上，本港不乏有志
之士為中醫藥業現代化及國際化賣力前
行，但礙於港深生物科技合作生態尚未
形成，無論生產規範、臨床試驗及藥物
上市等多方面都遭遇重重困難。
團結香港基金於七月發表《策動灣
區港深引擎孕育生物科技新機》報告指
出，在河套區大力發展生物科技，除了
致力完善藥物發現、臨床前研究、臨床
試驗和生產及上市的一條龍設施，還要
推動突破共性關鍵核心技術。基金會建
議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加強統籌一區兩
園協調發展，爭取中央綜合授權，落實
生物科技改革試點政策。此外，兩地體
制機制必須銜接，包括協調兩地知識產

權制度，加快河套區藥品審評審批，以
確保河套有效發展生物科技。
推動中藥現代化及國際化，香港可
發揮重大使命。在科研上，香港各大院
校具優秀學術水平。基金會建議，本港
應鼓勵院校進行知識轉移，培育生物科
技和商學的複合型人才，讓基礎科研落
實到產品成果，推出市場。事實上，本
港已有院校躊躇滿志，浸會大學中醫藥
學院已開辦全港首個藥物發現（中藥現
代化）理學碩士學位課程，推動中藥現
代化。
值得深思的是，要把傳統中藥學經
過科學研究，轉化成現代中藥，並非一
蹴而就，乃是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
的產業。這有賴中央提供政策，特區政
府銳意推動，加上院校、科研機構及業
界配合參與，中藥現代化將為人類提供
一條健康大道。
團結香港基金執行總編輯

香港律師會為大律師公會樹立典範
以法論事

香港一些專業團
體近年來被激進分子
滲透，逐漸背離它們
原有的使命。這些政
江樂士 治化的專業團體被利
用來服膺某些政治目標，最終將難逃衰亡
的厄運。
教協就是一個好例子，大律師公會（下
稱 「公會」 ）似乎也要步其後塵。公會近
年變得像政治組織多於專業團體。在黑暴
期間，公會非但沒有守護香港的警隊，反
而對暴徒百般縱容。
尤甚者，公會前主席戴啟思在2020年
5月25日致函美國大律師公會和其他海外法
律機構，表示對香港國安法深感憂慮，

並促請對方留意事態發展云云。國安法
頒布實施後，公會仍不收手、繼續其政治
搞作。
公會政治化，與專業脫鈎，外界曾期
望戴啟思卸任後，公會可以委任一位正直
的主席，帶領公會重回專業團體的正軌。
然而這個希望最終落空了，公會繼續沉淪。
公會在今年1月21日委任夏博義為新任主席，
媒體揭露，夏博義不單是英國自由民主黨
成員，更是牛津市的市議員，直到1月初才
離任。他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從不關注業
界利益，而是抹黑國安法，誣衊警方。
夏博義的言論令公會聲譽進一步受損。
有關言論讓人覺得他要利用公會主席身份
來達成外國政治勢力的目的。

慶幸的是，香港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
沒有像公會那樣走上政治化的不歸路。這
全賴律師會主席領導英明、會員盡責。

公會政治化與專業脫鈎
律師會在8月24日舉行理事會改選，由
「專業派」 與自詡 「開明派」 （實為 「港
獨派」 ）爭奪改選後的席位。 「專業派」
最終勝出選舉， 「專業派」 在理事會佔據
14個席位， 「開明派」 只佔6席，這個局面
將對整個法律界影響深遠。
倘若律師會選擇了政治對抗而非秉持
專業精神和理性，它難免步公會後塵，失
去社會的信任、被邊緣化、被無視。屆時

政府可能別無他選，只能像對教協一樣宣
布終止合作關係。所幸的是，律師會秉持
專業精神，保存聲譽。律師會前主席彭韻
僖在艱難時刻展現了強而有力的領導力，
實在功不可沒。
今年1月，英國外相藍韜文公然威嚇英
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阻撓他接受香
港律政司委任、負責檢控反中亂港頭目非
法集結。刑事檢控和法治受到猛烈攻擊，
大聿師公會竟然一聲不吭、冷眼旁觀。當
時只有彭韻僖說句公道話，指出根據國際
準則，必須確保律師在不受政府威嚇的情
況下履行職責，並且必須尊重檢控的獨立
性。彭韻僖各方面都樹立了榜樣，大律師
們應向她學習，不要像公會主席那樣沉迷

政治。彭韻僖敢於挺身而出，履行了公會
未能履行的道義，希望她的繼任人陳澤銘
承傳她的專業精神。
大律師公會已經迷失方向、不能領導
法律界，希望陳澤銘像彭韻僖一樣，成為
法律界的代言人。
專業機構要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必
須先贏得各界尊重和信任。專業機構如果
總是越俎代庖，插手政治，最終只會衰敗、
被忽視。香港律師會樹立了典範，希望公
會覺醒，自我糾錯，專注本分，否則必然
被邊緣化，喪失影響力，遭唾棄。
註：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有刪節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