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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誰來管到管什麼
怎麼管

全面深入理解領導人講話
首先，這次研討會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不能低估。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
在開場致辭時指出，這個研討會是經黨中
央批准，目的是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七一
講話，並回顧與前瞻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從香港參與者來看，當天出席的包括行政
長官和特區多名主要官員，中聯辦、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
全公署和駐港部隊領導，以及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和重要社會團體代表等，
可謂涵蓋香港各界，具有高度權威性和廣
泛代表性。

其次，這個研討會召開的時間點意義
重大。5個月前的2月22日，全國港澳研究
會召開 「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 落實
『愛國者治港』 根本原則」 專題研討會，
夏寶龍主任就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發表重要講話。那是3月份召開全國兩會、
討論和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前夕，為
包括香港選舉制度的一系列重要變革提供
理論基礎和政治基礎。到了今天，新的選
舉制度已經在香港立法會通過，而未來
大半年有三場重要選舉，一場比一場重
要，選舉委員會能否把好提名關、資格
審查委員會能否把好資格審查關，正是
香港能否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重要考
驗。
我對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有三點體會。
第一，重申香港國安法對扭轉香港亂
局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他連續提
了七次 「有了香港國安法……」 以顯示國
安法的強大威力，是保香港安全、安定和
安寧之法。此外，夏寶龍主任肯定特區政
府及其管治團隊、香港警隊、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和國際社會正義力量在落實、執行、
維護和支持香港國安法的努力，並認為國
安法的實施可以使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發揮更大的貢獻。
第二，中央非常關注香港民生問題的
解決。夏寶龍主任提到，期盼國家在實現
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時候，香港要 「告別
劏房籠屋」 ，全體市民包括老中青幼年人
都過着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這是首次有
國家級領導人針對性提出香港要告別劏房
和籠屋！
事實上，今年3月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
加全國人大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時指出：
「解決這個（香港住房）問題，難度是很
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 。去年國慶，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到訪劏房戶居民，噓寒
問暖；今年7月1日下午，中聯辦領導深入
社區，帶領18支義工隊到全港各區探訪1500
戶基層家庭，帶來中央政府的關懷和問
候。這都反映了中央對香港民生問題，
尤其土地房屋問題的解決越來越關心和
憂心。
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以 「揪心」 來形
容香港的房屋問題。當習近平總書記宣告
中國擺脫了絕對貧困言猶在耳，香港這個
國際大都會仍然有居民生活在劏房和籠屋，
無論香港市民和中央都不可以接受！雖然
夏寶龍主任提的是長遠願景，但解決住房

7月16日，在
全國港澳研究會舉
辦的 「香港國安法
楊 堅
實施一周年回顧與
展望」 專題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
國安法實施一年來，法治秩序得到迅
速恢復，香港社會進入穩定發展新階
段。
總的看，一年來香港政治轉變是
急速的。但與此同時，7月1日晚銅鑼
灣發生 「孤狼式」 本土恐怖主義事件，
反映香港固然已由大亂開始走向大治，
但是亂的根源尚未完全消除，亂的力
量依舊存在。尤其，香港一部分居民
對實施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心存抗
拒，不容易改變。
有人因此感嘆，香港社會要化解
政治分裂和消弭人心仇恨是 「道阻且
長」 。有人因此建議，中央和特區政
府以細水長流的方式耐心勸導香港一
部分居民人心回歸。

政情觀察

全力落實「愛國者治港」
然而，有公司迅速辭退發通告將
刺警案兇徒自殺形容為 「不幸逝世」
的人力資源總監；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撤回對兇徒表示 「感激」 的議案，港
大學生會幹事會道歉辭職；港大校方
不承認學生會，並要求學生會遷出綜
合大樓；嶺南大學管理層宣布停止為
學生會代收會費等等。這一切，反映
香港的機構和企業適應政治轉變是快
的。
把以上兩方面綜合起來，準確的
判斷是，香港政治正急劇轉變，將持

續相當一段時間。換言之，香港一
部分居民的人心固然不容易回歸，
但是，決不能以所謂細水長流的方
式應對。道理很簡單，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加快全面演進， 「多少
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 ，我
們必須採取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的方針。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沒有放
緩特朗普所開啟的全面遏制中國戰略，
相反，變本加厲。特朗普稱俄羅斯和
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對手，拜登企圖緩
和美國與俄羅斯關係，視中國為美國
主要對手；特朗普欲組建國際反中共
聯盟，拜登力圖建立西方盟國集體圍
堵中國的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
領導中國人民堅決反制美國全面遏華。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過程
中，近一億中國共產黨人更加堅定為
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
心，十四億中國人更加充實愛國主義
精神。儘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過往
存有一種對中國共產黨存有猜忌、避
諱的錯誤氛圍，但在今年7月1日前夕
被強烈地滌蕩。行政長官說出了其前
任們未曾說的話──唯有在執政共產
黨貫徹領導下。一貫與中國共產黨拉
開距離的香港媒體，發表慶祝中國共
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社論。如此狂風捲
落葉般的政治轉變，反映和符合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
是世界重心由15世紀至20世紀的五百
年一直在西方──歐美，從人類邁入
21世紀起開始向東方──亞洲轉移。
美國是西方的首領，中國居東方的中

心，所以美國視中國為主要對手而全
面遏制中國。
但是，世界重心由西向東轉移是
任何國家無法阻擋和逆轉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證明現代民主不只有西方
一種模式。民主的真諦，是人民當家
作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不斷追求，
不斷地獲得滿足。當前，美國及其他
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於自己國家政治制
度的滿意度，遠不及中國人民。在勝
於雄辯的事實面前，拜登等侈談西方
民主優越是睜眼說瞎話。

辦好未來三場重要選舉
從長期看，美國拉攏其盟國構建
所謂的 「民主反對專制聯盟」 必定失
敗。在近期和中期，我們必須對美國
全面遏制中國的烈度有足夠的準備。
習近平總書記7月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強調： 「加
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們把握未來
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是為了在
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驚濤駭
浪中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
發展力、持續力，是一場需要保持
頑強鬥志和戰略定力的攻堅戰、持久
戰。」
總書記對國家發展全局的判斷和
指示，同樣適合香港。
夏寶龍主任在7月16日研討會上
要求特區政府切實做實事。現屆政府
任期只剩一年，更須只爭朝夕，引領
香港社會各界進一步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在辦好三場選舉的同時，與國
家一道推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資深評論員

尤其劏房籠屋問題，必然是下屆政府重中
之重的任務。
第三，對管治能力有更具體的要求。
夏寶龍主任的7．16講話應該跟2月份的
2．22講話結合起來理解。2月份的講話對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必要性、必然性和
具體標準進行深入的闡述，並對作為管治
團隊提出更高的 「堅定愛國者」 的要求，
當中包括：（1）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 ；（2） 「堅持原則，勇於擔
當」 ；（3） 「胸懷國之大者」 和（4） 「精
誠團結」 。

團結各界推動香港發展
如果說2．22講話是解決香港由 「誰來
管」 這個基本問題和底線問題，7．16講話
則關係到 「管什麼」 和 「如何管」 的問題，
即施政重點和治理能力的問題。 「管什麼」
就是上述提到的，解決土地問題和其他民
生問題，讓市民過上幸福的生活；而 「如
何管」 則牽涉施政作風和對管治能力的具
體界定。
夏寶龍主任提出了 「五個善於」 。個
人認為，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反思。第一，

他指出治港者要有 「戰略思維和宏闊眼光，
注重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 。相信大部分
客觀的評論者都不會認為，這幾個方面是
香港過去的強項。市民並沒有看到施政具
有宏觀戰略思維，或者調查研究和科學決
策起到什麼巨大作用。第二，是團結方方
面面的力量，遇事多溝通多交流。過去一
年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下，香港局勢已經
回復穩定。但官員落區直接聽取民意，解
決群眾關心的各種民生問題的例子仍然要
加強。特區政府要提升民意支持度，團
結各方，多與市民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
特區政府 「每年要做幾件市民看得見、
摸得着的實事」 。這是對特區政府語重
心長的忠告。一個政府的施政不光是一
系列政策、一大堆冷冰冰的數字或者多
少個億的撥款。對於政治而言， 「觀感
就是事實」 。政府要讓民眾感受到執政
者 「為民愛民」 ，貼基層、接地氣；這
並不是什麼高深理論或者嚴格要求，而
是基本的為政之道，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的道理。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全
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美國所謂制裁注定失敗
慧言真語

準確判斷香港政治轉變的急與慢



議事論事

7月16日，全國
港澳研究會舉辦 「香
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回顧與展望」 研討
何建宗 會，在北京、香港和
澳門同步舉行。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我有幸成為百多名香港與會者之一。研討
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的講話非常重要，必將成為日後香
港特區管治的重要指南。

7月16日，美國
政府宣布 「制裁」 香
港中聯辦七位副主
任，並散布有關香港
王惠貞 營商環境的荒謬言
論。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特區政府已對此
予以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可以預料，就
如此前美國 「制裁」 多名中央和特區官員
一樣，這絲毫不會動搖中央和香港特區政
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
不能阻擋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的實施，
必將遭到中方的堅決反擊。美國對香港營
商環境的政治抹黑，損害香港國際商業樞
紐聲譽的圖謀，在香港由亂及治的大勢面
前，也不會得逞。
美國此次制裁香港中聯辦七位副主任，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再次暴露了其蠻橫無
理的霸凌行徑和醜惡嘴臉。正如中聯辦聲
明所指出， 「美國制裁，廢紙一張」 ，除
了更加激起對美國政客的蔑視、更加激發
為國家利益而戰的堅強意志外，毫無其他
意義。

香港法治經濟更加穩固
美國在2019年香港 「修例風波」 中的
種種抹黑，顛倒是非，美國有政客甚至把
發生在香港的 「黑暴」 行徑稱為 「一道美
麗的風景線」 ，而當同樣的場景今年在美
國國會上演時，他們就稱之為 「暴亂」 ，
十足的雙重標準。
為應對 「修例風波」 期間香港的嚴峻
局面，去年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從香港
國安法實施一年來的效果看，無論是香港
市民還是在港企業，大家都不再受到街頭
暴力的威脅，港鐵和商場不會被打砸，人
身安全和企業運作得到充分保障，很多外
資企業告訴我，國安法讓企業更有信心並
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營運，香港各方面都變
得更安全、更穩定。
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並沒有因為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而受到衝擊，司法機構一
如既往獨立運作，行使基本法賦予的獨立
審判權。2020年香港新股集資額超過5000
億港元，比上年增加超過五成，銀行體系
的總存款額比上年增加超過5%，基金管理
資產淨值亦比上年增加約兩成，這些數據
都顯示投資者並沒有對香港卻步，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沒有絲毫動搖。但這些顯
然不是某些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所樂見，
他們聲稱 「香港的情況正在惡化」 ， 「香
港的營商環境在過去一年變差」 ，與普通
市民的觀感南轅北轍，完全是無視事實、
顛倒黑白。

美歐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會上強調： 「中國人民也絕不允
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
誰妄想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
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日前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
顧與展望」 專題研討會上，也正告美國和
歐洲議會的一些政客： 「你們粗暴地踐踏
國際法、干涉我國的內政，對我們做的毫
無意義的所謂制裁，只能更加激起我們的
憤怒和對你們的蔑視，只能不斷敲響你們
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分子的末日
喪鐘，只能是搬起石頭重重地砸在你們自
己的腳上。」 美國的一些政客和反華勢力
應該好好體會一下這兩段話。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美國的霸凌行徑，除
了讓世界進一步看清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
政治的真面目，激起廣大中華民族對美國
政府的憤慨和蔑視，激發內地和香港民眾
堅定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反對美國制裁的
決心。美國的圖謀注定失敗。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
團聯會會長

破校園獨瘤 立大學新本色
焦點評論

香港大學針對學
生會評議會 「感激」
「哀悼」 刺警案兇
徒，美化暴力的行
吳志斌 徑，7月13日宣布不
再承認港大學生會的地位。另外，繼港大、
中大、城市大學後，理工大學亦決定在新
學年起不再為學生會代收會費。其後，嶺
南大學宣布即時停止代表學生會收取會費。
這一舉動無疑是另一種不承認學生會，其
代表性亦大大下降。

高校踏出重回正途第一步
可以說，從香港回歸後，被譏稱為 「暴
徒培養皿」 和 「黃絲」 聚集地的香港高校
學生會，其身份和角色問題一直沒有得到
適切的處置，使之在所謂的 「社會運動」

期間，異化成為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 「腫
瘤」 ，亦成為了 「港獨」 思潮入侵校園的
一扇 「自由門」 。 「黑化」 「獨化」 的學
生會，窄化了校園的交流渠道和氛圍，使
得原本多元、自由的校園，淪為 「港獨」
的一言堂，不單肆意打壓愛國愛港學生的
聲音，更成為挑釁中央和特區政府的 「港
版顏色革命」 基地。
自2019年黑色暴亂爆發以來，針對學
生會的沉疴弊端，筆者不止一次地撰文強
調， 「暗獨」 難防，人心難塑。香港高校
已經到 「非管不可」 的地步，也是最值得、
最應該加快推展國安法教育的地方。尤其
是一些高校管理層，面對學生在大是大非
原則前的模糊和退縮，往往不敢亮劍、避
重就輕。當學生會做出反中亂港、 「港獨」
的言行時，常常是以 「程序不合格」 的批
評收尾，這使得部分學子不思改悔，自以

為是，認為學生身份是他們鋌而走險的保
護盾，以為高校會一直為他們的錯誤和幼
稚而埋單。
從科大學生會與《蘋果日報》同流合
污，以天價版面費為周梓樂 「喊冤」 ，到
港大學生會辦 「獨」 展覽為黑暴招魂，再
到理工大學學生會民主牆事件……香港
高校的學生會之惡行，實在令人哀其愚
昧。
所謂不破不立，高校與學生會公開的
割席，是 「破」 ，是不再承認學生會是高
校學生唯一代表組織的表態。但是， 「破」
容易， 「立」 艱難。在割裂學生會運作內
嵌於高校機制的間隙，校園的政治真空又
應該如何避免再次淪落為其他 「港獨」 社
團組織的 「自留地」 ，這是當下校園清理
「 『獨』 瘤」 的關鍵。
香港的高校學生會大多是獨立於大學

的註冊團體，自負盈虧，校方在一般情況
下很少或者說很難直接干預學生會的運作。
而正是因為學生會高度的 「自治性」 和財
政 「自主性」 ，這使得學生會往往容易遭
遇到政治金錢的誘惑和煽動，成為反中
亂港分子以黑金打通校園暗道的關鍵節
點。

加快推展大學國安教育
所以，對校園學生團體和組織的基本
政治審查可謂是有十分之必要。學生會本
身是青年學子邁入社會，進入參政議政階
段的一個 「模擬平台」 ，是培養當代公民
必要政治素養的 「演練場」 。香港社會之
議題，國家民生之大事，自然是可以談，
可以辯，但這些言論都必須遵守 「一國兩
制」 的基本原則，不能與維護國家安全和

香港穩定的大前提相齟齬。其次，為了保
證高校言論環境的多元、自由，應鼓勵學
生組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取消學生會徹
底凌駕於其他學生組織之上的地位和權力，
這樣才不會使得學生會成 「一家獨大」 的
校園之 「霸主」 。
如今，國安法落地生根一年，成為了
香港穩定繁榮的定海神針，可以說為高校
學生會重返正路，立了一個方向，定了一
個軌道，成為學生會自我革新的出發點和
落腳點。當高校領導層終於理直氣壯邁出
了與學生會割席的第一步，那麼擺在高校
面前的第二道大題便會是，如何引導和規
範學生團體在 「一國兩制」 的基本框架下，
進一步增強高校學生愛國愛港之熱心，民
族認同之自覺，這或許是建構新時代香港
高校的建設性方向所在。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