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近日就 「香
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回顧與展望」 專題研

討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香港、澳門絕不能缺席」 。事實
上，就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港中
資企業借助香港的獨特優勢，為國家發展
和民族復興做了不少貢獻。

乘香港的總部經濟之利，不少中資公
司均以香港為家，並快速發展成為跨區域
跨產業的多元化企業；其中的佼佼者，要
數華潤集團。

在港中資企業貢獻良多

隨着改革開放，華潤確立香港作為其
總部經濟的角色，提升原有的貿易業務，
特別是通過業務合併重組和規模化等方式
進行拓展。同時增強了工業和實業領域的
業務，使公司實力得到提升。現在內地不
少市場佔有率非常高的產品，都屬於在港
的中資公司，例如華潤的雪花產品一直是
內地市場銷量第一的啤酒品牌。同時，香港

的市場便利性還給在港中資企業提供了圍
繞經濟和市場熱點進行策略性投資的機會。

然而更加突出的，是香港一直以來都
是中國企業嘗試國際化， 「走出去」 和 「引
進來」 的首選渠道。走出去方面，例如華
潤集團在改革開放早期，已通過香港在全
球多個國家設立了貿易公司和辦事處，海
外投資項目包括在加拿大、泰國、法國、
剛果、俄羅斯等地。引進來方面既包括利
用已有的內地銷售網絡對海外品牌進行代
理，更重要的是跟外國企業展開股權合作。

今天說起紅籌股，大家並不會陌生。
紅籌股的興起將 「中國概念」 成功地推向
了國際市場和國際投資者，也使中資通過
運用資本市場獲得了加速自身壯大發展的
機會。更重要的是，為內地經濟發展和建
設開掘出了一條高效的融資渠道。據統計，
早於香港回歸以前，包括中信泰富、粵海
投資、華潤創業、中旅國際等通過在香港
上市籌集了上百億港元資金，隨後在內地
進行了大量的併購投資。

其中，中信香港的發展頗具引領潮流
的效應。早於上世紀90年代，在運用債務
融資手段完成一系列市場併購活動後，中
信香港已展開資本運營，通過借殼上市的

方式（自此易名中信泰富）實現從債務融
資到股權融資的轉換。其時，中信泰富被
視為 「紅籌股」 領袖。所謂紅籌股，是指
境外註冊的在港上市中資公司。中信泰富
的躍遷式發展，帶動了包括招商局海虹集
團、中國海外發展、中旅國際投資、廣東
越秀投資等紅籌公司相繼在港上市。

隨着回歸，香港進一步成為內地企業
來港融資、人民幣國際化和內地與香港金
融市場互聯互通的中心。其中，中銀香港
一直深度參與。2003年，香港開始為國家
提供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人民幣對外直
接投資、人民幣首次公開招股和離岸人民
幣債券指數等服務，以至在香港人民幣存
貸款和貿易結算、人民幣債券發行、人民
幣資金市場及衍生品交易等產品，將香港
打造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至
2009年，中銀香港更憑藉香港的國際平台
作用，將人民幣離岸結算服務延伸向東南
亞城市，並搭建起全球第一個離岸人民幣
實時支付清算系統（人民幣RTGS）。

目前，該清算平台全球參加行已超過
200家，覆蓋40個國家和地區；可與香港多
個清算系統聯網，完成人民幣、港幣、美
元和歐元的同步交收清算。2014年， 「滬

港通」 和 「港股通」 啟航，隨後還有 「黃
金滬港通」 和 「深港通」 。這些新產品都
有力地推進了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以及內地金融改革的縱深發展。

未來前景一定更美好

不無啟示的是，香港金融市場和機構
的成長壯大與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緊密結
合：既是改革開放每一個重要階段的受益
者，亦是內地發展建設、特別是金融改革
開放的重要推動者。

在國家改革開放，實現全球化的過程，
香港始終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以 「一帶一
路」 倡議為例子，基礎建設是現階段最主
要的內容。其中，招商局便成功利用香港
發揮了重要的平台作用。香港高效的融資
渠道、高質量的專業服務以及國際化人才
資源，以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和影響
力，均為招商局的國際化帶來便利。

招商局的國際化業務重點是港口開發
運營領域。在內地環渤海、長三角、廈門
灣、珠三角和西南沿海的港口戰略布局基
本完成、全球貿易和製造逐漸開始向中國
以外的新興市場擴散轉移的產業大背景，

恰逢2007全球金融危機的資產價格觸底的
窗口期，招商國際提出了成為 「全球領先
的港口開發運營商」 發展目標。隨後數年，
招商國際以兼併收購和直接投資的方式實
現了在全球港口業的快速擴張，並將改革
開放中集港口和物流園區相關產業、臨港
加工製造、地產與金融等區域綜合開發的
「蛇口」 模式在海外成功複製。招商局現
已在印度次大陸及非洲、歐洲及地中海和
其他海外地區投建了超過50個港口，多屬
於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重要港口。這一
切成果都離不開香港的獨特角色。

繼往開來，憑着憲法、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以及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等法律和國家戰略的保障，香港能
夠發揮的特殊作用已經十分明顯。三十年
前，在港中資企業共同組成了香港中國企
業協會，協調強化中資企業對香港經濟發
展的貢獻，成績斐然。面向未來，正如夏
寶龍主任所言，香港國安法讓國際投資者
吃了 「定心丸」 ，不論是中資企業、本地
公司還是國際跨國企業，在香港都將取得
更長足的發展。在國家的發展大局中，香
港從不缺席！

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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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日前在 「香港國安
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
望」 專題研討會發表的重

要講話，不但總結了國安法實施一年所帶來的積
極變化，更對香港的前景及未來工作提出了展望
和指示。夏主任提出了香港在國家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實現時的 「四大遠景」 ，包括住房問題必
將得到極大改善，將 「告別劏房、 『籠屋』 」 等。

這 「四大遠景」 反映了中央對香港民生的關
注、對香港前途充滿了信心和期待，更是對香港
提出具體工作要求。 「四個遠景」 對香港下一階
段工作 「立牌指路」 ，特區政府及各界更要全力
推動落實，讓廣大市民看到希望，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夏主任在講話中，飽含着對香港的情懷和期
盼。 「四大遠景」 ，第一是着眼於經濟社會層面，
特別強調 「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
大改善，將告別劏房、 『籠屋』 」 。第二是着眼
於港人的生活質素，期望 「全體市民都享有更加
幸福安康的生活」 。第三是聚焦於愛國愛港的核
心價值觀，讓廣大市民都明白到 「 『香港好、國
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的樂章更加悅耳動
人」 。第四則是期盼香港 「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
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

這 「四個遠景」 由民生到全人發展到社會價
值觀再到香港的長遠發展，環環相扣，層層推進，
反映中央對於香港形勢的充分把握，更表明中央
對於香港未來工作的期望和部署。

在 「四個遠景」 中首先就強調解決房屋問題，
提出告別劏房、 「籠屋」 。劏房、 「籠屋」 本來
就是香港畸形房屋發展的產物，在香港這個全球
前列的富裕社會、國際金融中心，卻有大批市民

居於劏房、 「籠屋」 之中，絕對是不能接受，也
導致香港社會民怨不斷積累。

夏主任第一個遠景就指出房屋問題，說明中
央對香港的情況瞭如指掌，對於民生房屋問題高
度關注。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必須將解決房屋問
題作為重中之重，再不能畫餅充飢，必須有具體
措施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拓寬公營房屋階梯，切
實解決房屋問題，這是中央的明確要求，必須全
面落實。

「四個遠景」 中，除了房屋問題外，亦高度
關注市民的生計及全人發展，提出要讓市民都享
有更加幸福安康生活，這與中央以民為本、執政
為民的思路是相通的。

習近平主席指出：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這個思路正體現在 「四
個遠景」 之上。這要求特區政府在解決就業、醫
療、安老等突出問題上要有大作為，使港人的獲
得感、幸福感不斷提升。

要達到這些目的，關鍵是要有更多 「管治能
力強的堅定愛國者」 加入管治架構，夏主任在講
話中明確指出，治港者不僅要愛國愛港，還要德
才兼備、有管治才幹，並且做到 「五個善於」 。

這充分定義了何謂真正 「管治能力強的堅定
愛國者」 ，就是要立場堅定、有擔當作為、為民
愛民，有破解經濟民生難題的能力、有團結能力
及感召力、有高度的責任心。

對於將來有意加入特區政府的人，這些都是
最客觀、最具體的要求。香港需要有更多 「管治
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 去落實 「四大遠景」 。相
信在經濟民生得到發展和改善，在愛國教育得到
全面推廣，在 「愛國者治港」 得以全面落實之後，
東方明珠必將更加璀璨。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
主席兼青年委員會主任

王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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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沒有政治低氣壓只有管治及時雨
不用再擔心收工

後有人堵路，不用再害
怕周六日又現黑暴，街
頭上沒了 「裝修」 和

「私了」 ，電視裏少了亂象與紛爭，開店
就是開店，學習就是學習，各自靠奮鬥追
逐自己的夢想，一切都在軌道上、在穩定
中尋求新的發展，市民希冀的理想的香港
模樣，不正是如此嗎？

滌蕩香港昔日亂象

有人不這麼看。黑暴退散，他們神
傷；反中亂港勢力潰敗，他們灼心；國安
法頒布施行，他們驚恐；完善選舉制度，
他們又開始絕望。總之，面對香港的撥亂
反正，他們糾結、焦慮、反感、排斥，反
而覺得香港前些年的嘈雜、混亂、撕裂、
內訌是正常並可寬慰其心的。滑稽的是，
這樣的他們竟認為自己深愛香港，甚至自
詡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在他們眼
裏和心裏，似乎香港的亂體現着正義、
代表着理想、蘊含着希望，而香港的有
序、穩定、繁榮倒是讓人討厭、使人煩

憂了。
於是，他們將香港撥亂反正後的新

氣象稱之為政治 「低氣壓」 。其大概的意
思，無非是誣指今天的香港政治沉悶、社
會壓抑，他們不能再像此前一樣享有完全
而沒有邊界的自由了。一方面，香港的活
力減退了嗎？明顯，減退的只是反中亂港
勢力的活力，只是違法暴力活動的活力，
而愛國愛港力量揚眉吐氣，香港經濟金融
堅挺依舊，周末的銅鑼灣、海港城仍然人
潮洶湧。另一方面，那種完全而沒有邊界
的自由還能給他們嗎？給他們搞亂立法會
的自由去繼續搞亂立法會？給他們在學校
裏煽暴的自由去繼續鼓動 「港獨」 ？給他
們想 「裝修」 就 「裝修」 的自由、想 「私
了」 就 「私了」 的自由去繼續打砸破壞？
向壞而不是向好，向惡而不是向善，向亂
而不是向治，即便來一場 「低氣壓」 ，讓
正義的氣流上升，帶來大風和降雨，滌蕩
香港昔日的亂局亂象，也是必要且有
益的。

在所謂的政治 「低氣壓」 之下，一
些人身上有 「債」 、心裏有 「鬼」 ，開始
不能承受其重了。那些反中亂港頭目和骨

幹分子自然害怕，或割席自保、或退出政
壇、或潛逃海外、或不再張狂；另有一些
曾經和反中亂港分子沾邊或者持有 「同情
心」 的，也變得心慌慌了。有的反對
派KOL選擇 「封筆」 ，還煞有介事地在專
欄裏苦情告別；有的把自己曾經支持反中
亂港活動的劣跡一舉 「焚毀」 ，作出一
副 「金盆洗手」 的樣子；有的乾脆拿
出發黃的BNO護照，帶着一家老小去
投奔疫情正氾濫的英國。香港的一些
媒體說，港人的抑鬱指數在升高，移
民人數在增多，多因漸變的政治社會氛
圍。

這些媒體或許看到了香港的一面，
但卻沒看到香港的另一面：經歷了 「修例
風波」 的教訓，香港要的就是正氣上升、
濁氣下降，就是滌蕩乾坤、風清氣正，就
是反中亂港思潮和勢力的退場，就是愛國
愛港思想和力量的蓬勃。

沒有政治 「低氣壓」 ，只有管治 「及
時雨」 。如果不能轉變反中思維、改變亂
港立場，看到香港社會的進步和嬗變的意
義，他們這樣的苦悶和煩惱就不可能
消解，他們這樣的迷茫和絕望就不可能斷

絕。頒布施行香港國安法，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 「不設防」 的歷史已經終結，香港的
撥亂反正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全面
落實的局面已經展開，任何一個反中亂港
分子再無可能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
別行政區管治架構。

中央出手履行全面管治權的兩大舉
措，就是要讓反中亂港分子苦悶絕望；確
保香港特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就必須要讓反中亂港分子苦悶
絕望。如果不想着反中亂港、不會反中亂
港，還有什麼可擔心、可焦慮的呢？如果
選擇愛國愛港路線、投身愛國愛港事業，
不正是機遇無限、生機無限嗎？

看清歷史發展邏輯

香港社會需要明白的是，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沒有妥協餘
地， 「一國」 的安全底線動搖不得。維護
國家安全，是 「無限之戰」 ，守護香港繁
榮穩定，是 「長久之策」 。香港國安法既
然已經頒布實施，執法力度就不會減弱，

更不會像某報創辦人說的那樣，在香港完
成23條立法後就會選擇 「退休」 。某些
反對派KOL指出，香港永遠不會再回到
從前了。他們說得對，在維護國家安
全上，在清剿反中亂港勢力和活動上，這
種高壓態勢將持續下去，不會給反中亂港
分子任何幻想；但他們又說得不對，香港
不會回到維護國家安全 「不設防」 的
過去，但會恢復繁榮穩定，並會走向新的
繁榮穩定，在參與民族復興征程中迎來新
的光明前景。

香港今天有的，是新氣象、新局面、
新趨勢。揮手向撕裂的、紛爭的香港
作別，主動擁抱這正蛻變涅槃的香港，才
能卸下心裏的包袱，發現歲月靜好，坦然
奔赴新的前程。夏寶龍主任在近日講話中
深情表示： 「中央在香港、澳門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了香港、澳門好，為了香港、
澳門同胞好。」 香港社會不妨用心觀察、
耐心體察，看看香港正發生的變化走向何
處，會給市民生活帶來怎樣的轉變。只要
打開心門，睜眼看世界，就會看清 「國安
家好」 這歷史的發展邏輯，正在香港生動
演繹着。





























宣揚或美化恐怖襲擊 必然違反香港國安法 夏寶龍四個遠景為香港立牌指路

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絕不缺席

7月1日晚上
10時許，在銅鑼
灣崇光百貨正門
外有一名恐怖分

子突然亮刀，從後刺向正在執勤的男
警員左肩，之後自戕身亡。7月7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召開緊急會
議，出席會議的全體學生首先默哀一
分鐘以示對該名恐怖分子致敬，隨後
並以30票贊成及2票棄權通過動議哀
悼及感激該名恐怖分子為香港作出的
「犧牲」 。7月9日凌晨一時，香港大
學學生會幹事會突然召開記者招待
會，出席幹事會全體成員首先向全港
市民和同學就上述議案鞠躬道歉，發
表公開道歉信並宣布撤回上述議案，
幹事會成員即時辭職。

犯罪證據確鑿不容否認

按照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
害的恐怖活動，即屬犯罪，而其中就
包括有 「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的恐怖
活動。因此，7月1日晚上的刺警案明
顯就是屬於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
會危害的恐怖活動。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及部分學生代
表，大張旗鼓地公然同情恐襲分子，
並作出宣揚、美化及合理化恐襲的言
論和行為，除了泯滅良心、扭曲良
知，顛倒是非對錯之外，更觸犯了香
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的規

定：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
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
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
罰金。」

當然，有關犯罪的舉證責任在警
方和律政司。在犯罪行為方面，港大
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哀悼及感激該名恐
怖分子為香港作出的 「犧牲」 這個動
議，已經正是鐵一般的犯罪行為，不
容否認。

至於犯罪意圖方面，涉事的學生
當然有權保持緘默，但是這並不表示
涉事學生的犯罪意圖便不能被推斷出
來，於是涉事學生便不可能會被起
訴，這真的是想得太天真了。其實，
警方和律政司可向法庭提供有關的環
境證據，包括書證、物證、證人供詞
等等，使得法庭可以合理地作出推斷
犯罪者的犯罪意圖。

其實，在美國就有相類同的
案例。2015年，美國俄亥俄州24歲
男子麥克尼爾曾悼念策劃 「911」 恐
怖襲擊的拉登，並在互聯網上轉發了
一份涉及過百名美國士兵資料的起底
帖文。麥克尼爾之後被美國政府控以
煽動他人襲擊軍警等罪，最終被重判
20年監禁。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作為港大學生
會的一個常設機構，是學生會日常運
作中的最高權力機關，但它的職責不
可能會包括有同情暴力恐怖分子，和
宣揚、美化及合理化恐襲的言論和行

為。
評議會在緊急會議上通過有關動

議，明顯地就是在宣揚恐怖主義、煽
動實施恐怖活動，涉嫌干犯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七條的罪行。犯罪就必須要
接受法律的制裁，學生犯法也沒有例
外。不可以說句道歉及宣布撤回議案
就可以當成煙消雲散沒有發生過的樣
子，否則，香港的法治真的會蕩然無
存，而成為縱容罪惡之都。筆者認
同，若在恐怖分子面前軟弱，更多的
香港人將會淪為恐怖分子的犧牲品。

大學生無免於起訴的特權

暴力就是暴力，違法就是違法。
那又有什麼可以同情、美化和合理化
的地方呢？這再次證明了亂港分子妄
圖煽惑暴力、荼毒學生、搞亂校園、
禍害香港的險惡用心。因此，香港特
區政府，包括警務處國安處和律政司
必須對上述的組織或者個人的違法行
為進行執法，否則，香港市民很容易
就會對有關部門存在着 「為官避事」
的疑惑。

筆者認為，作為香港普通的
市民，真的必需要明辨是非，增強國
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以理性正義
的社會責任壓倒充斥仇恨的煽惑。對
暴力、恐怖襲擊必須敢於一起發聲說
不；對美化暴力的言行，必須義正辭
嚴予以強烈譴責和嚴正斥責。

香港執業律師、北京大學憲法學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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