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攜手大灣區建設 確保「一國兩制」持續成功落實

建設大灣區賦予香港新機遇
當前，香港正處於重大歷史關口，面

臨複雜多樣的挑戰。對此，不能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而必須以系統性、前瞻
性的眼光，從根本上推動香港向前進。
本人認為，香港目前需要解決以下三方
面的問題：
一是要通過搶抓新的周期性機遇，來

化解香港的結構性困局。香港當前面臨
的眾多問題，與香港自身的一些結構性
問題密切相關。比如，眾所周知的經濟
結構不合理，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空間和
社會發展空間，均造成了較嚴重的擠

壓。當前，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困局與世
界經濟的周期性困境相互重疊。從世界
經濟長周期看，全球經濟正處於增長低
谷期。但全球經濟的每一次增長低谷，
都在孕育新一波的增長高潮，目前，世
界正在孕育以互聯網為牽引的新一輪技
術和產業大變革。一些學者認為，世界
經濟的新的增長期可能會出現在2025
年左右。正是基於此，美國、德國等發
達國家和地區，紛紛制定實施國家創新
戰略，以搶佔未來新的經濟制高點。與
此同時，中國內地也在佈局、實施
2020、2030戰略，並已經顯現出強勁
的發展勢頭。在這一背景下，香港在未

來10年、20年的經濟大變局中，將以
什麼應對？是因循老路，徘徊不前；還
是積極應對，融入世界新的產業變革潮
流，抓住新的經濟增長周期？不同的選
擇，會帶來不同的香港未來。
二是要重振香港中產階層。香港是典

型的市民社會，中產階層是社會發展的
主引擎與穩定的壓艙石。未來香港的穩
定繁榮，取決於是否有一個理性並具有
國家認同感的新中產階層。但從香港情
況看，香港經濟形勢，尤其是高房價，
正在讓已有的中產階層產生無力感，讓
未來可能成為「中產」的年輕人產生無
望感。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目前
20-24歲的青年人，即剛畢業的青年人
群失業率約為10%，高於香港社會的整
體失業率（3.6%）。不少調查也表
明，香港年輕一代中，相當多的人認為
自己事業發展機會比上一輩差。因而可
以說，香港正在面臨一定程度的 「中
產」危機，必須有確實有效的措施予以
應對。
三是要構築建立在本土責任意識上的

共識性價值。熱愛國家、勤勞拚搏的
「獅子山精神」，曾是老一輩香港人民
的精神標籤。但隨香港人口的代際更
替，香港的精神價值面臨代際斷裂的危
險。有人號稱要喚醒香港的「本土意
識」，但實際上，本土意識本身並不會

成為黏合社會的共識性價值。本土意識
是一種情感表徵，沒有明確的發展主
張，它總是要和這樣、那樣的政治意識
形態相結合。一旦本土意識被極端政治
意識形態所操弄，如分離主義、民粹主
義，本土意識反而將會帶來社會的撕
裂。所以，面對本土意識強烈的香港新
生代，必須構築新的共識性價值。
上述三個問題，有緊密的內在關

聯。抓住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個重大的
戰略機遇，不僅可在經濟上更新換代，還
能在新的奮鬥中建立新的香港精神，重
塑未來10年、20年、50年的香港。

建設大灣區 促人心回歸
香港要確保「一國兩制」持續成功落

實，就要真正實現人心回歸。而經濟是
基礎，沒有經濟的大發展，人心回歸就
是緣木求魚。但是，經濟發展不會必然
導致人心回歸，只有大力提升了廣大民
眾獲得感的經濟發展，才會有力推動人
心回歸。因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必
須緊密契合人心回歸的要求。這裡簡要
談以下三個觀點：
其一，要從培育未來具有國家認同感

的新中產階層出發，戰略性地佈局粵港
澳經濟合作內容。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基礎建設、金融合作固然重要，但
是這些不會自然導致香港經濟結構朝

有利於中產階層的方向發展。同時，香
港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城市，當未來其人
口日益增多，市場競爭將會更加激烈，中
產階層的焦慮感會更強烈。因而，要根據
中產階層的特點，從粵港澳創新創業、文
化創意、互聯網等方面的一體化發展上，
部署大灣區合作發展的產業規劃。
其二，粵港澳共同營造「本土責任意

識」。當前，本土意識越來越被分離主
義和極端勢力所利用。香港的敵對勢力
將自己的真實目的掩蓋、包裝為倡導分
離，甚至走向「港獨」的所謂的香港
「本土意識」，以獲得本土意識層面的
情感煽動力。為此，要及時把握本土意
識的引導權，糾偏本土意識的分離化、
極端化傾向，將本土意識闡述為關注鄉
土、珍惜家園、建設家國的本土責任意
識。粵港澳三地血脈相連，文化相通，
可圍繞本土責任問題，展開多領域的合
作與交流。
其三，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率先探

索逐步解決香港居民的「國民待遇」的方
法和途徑。廣東可以率先探索修改有關政
策及實施辦法，讓香港居民在大灣區投
考公務員、積分入戶、港籍雙非兒童就
讀公立學校等方面享受國民待遇，讓香
港居民在享受國民權利與義務中逐步深
化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一國兩制」
的持續成功落實打下堅實的基礎。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具有多重歷史意義的國家戰略。它

既是經濟戰略，推動粵港澳成為世界級的經濟中心；也是文化戰

略，將粵港澳建設成為極具包容性、多樣性的世界性文化中心；

更是政治戰略，讓「一國兩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出更加

璀璨的時代光芒。在經濟、政治、文化的多重戰略中，香港無疑

處於重要的戰略節點位置。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需要香港，又

必須有利於和服務於香港，為香港的經濟繁榮、政治發展、社會

和諧、文化昌盛注入強大的動能。尤其是，要推動香港與內地成

為「一國兩制」下，同呼吸、共發展的命運共同體，讓香港民眾

共享時代發展的紅利，使香港成為充滿活力的繁榮和諧之區。

有關「侮辱公職人員罪」之立法建議

與「佔中」相關
案件有的已塵埃落
定，有的仍在審理
中。七警因襲擊致
造成身體傷害罪
成，各被判入獄2
年，激起香港社會

廣泛討論。有社會人士建議針對辱
警罪立法。日前，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聯同另外3位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周浩鼎和張國鈞，聯名向政府提交
私人草案，建議設立「侮辱公職人
員罪」。對此，本人有以下看法︰
其一，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

條例》17B(2)條指出，任何人在公
眾地方喧嘩、作出擾亂秩序的行
為，或使用具恐嚇、辱罵或侮辱意
味言詞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第
2級罰款及監禁12個月。再有，任何
人的行為如對他人或某人的財產構成
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只
要當事人在場，便屬破壞社會安
寧。但是，這些法例皆未能有效保
護警員於執行任務時免受侮辱。
其二，眾所周知，《基本法》第

三章保障香港市民的自由。其中，
言論自由給予每一位港人暢所欲言
的權利。然而，言論自由是受限
的。換言之，他人的自由與權利絕
不可以因某人要行使言論自由而受
影響。因此，設立公共秩序法，可
在「確保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等個
人權利」與「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不

受阻礙的權利」間取得平衡。
其三，由於各種原因，肩負維持

社會秩序重擔的前線警員，近年執
法備受挑戰。但是，正是這些前線
警員，冒生命危險，保護每一位
香港市民的安全。與支持設立「侮
辱公職人員罪」的廣大市民一樣，
本人認為設立此罪，有助維護警方
權威，提升警隊士氣。
最後，建議新增《公安條例》
17H條文如下：
「17H 侮辱公職人員罪
(1) 任何人蓄意對公職人員在執法

時觸`犯以下行為，即屬犯罪。
(a) 使用滋擾性或辱罵性的言語

或；
(b) 進行滋擾性或侮辱性的行為

或；
(c) 展示出滋擾性或侮辱性的標

語；
(2) 任何人觸犯本條例，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可處第1級罰款。重犯
及惡意觸犯上述第(1)條的罪行，最
高可判第2級罰款及判監12個月。
(3) 除非該人知道或理應知道受害

人是以公職人員身份行事（視屬何
情況而定），否則並不干犯本條罪
行。
(4) 此條法例只限於執法人員在處
理類似『佔中』，或者旺角暴亂所
遇到的危險及侮辱。立法原意是狹
窄的。」
本人認為，此乃法律良方，有助

修補撕裂、贏取民心，值得支持。

跨性別人士（LGBT）的議題近
年於世界各地鬧得沸沸揚揚，到底
跨性別人士的「基本人權」及社會
大眾的期望如何取捨畫界，以及
「跨性別人權」如何定位才是「公
平」或「進步」的表現，會不會過
猶不及為社會製造一批「更平等」
的「弱者」，反過來以「進步法
律」來逆向歧視甚至迫害反對他們
的人、作出種種「獵巫」行動等惡
果。本文暫按下道德議題，集中研
究日前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為一宗
「歧視案件」司法覆核申請而作出
影響深遠的裁決。
事緣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與

同性伴侶於外國註冊結婚，申請司
法覆核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及稅務局
拒絕承認其「外地註冊」的同性配
偶可享香港合法婚姻配偶的福利及
權利。高等法院周家明判梁對公務
員事務局提出「間接歧視」的指控的
司法覆核申請為勝訴，梁於「外地註
冊」的同性配偶能享有由香港納稅人
提供的公務員配偶的福利！周法官雖
強調是次判決不會衝擊香港的（同
性）婚姻制度，即「外地註冊」的同
性婚姻仍不被香港法律承認。
但是，按照周法官的判決，不被

本地法律承認的婚姻（法律）契

約，卻能享受到香港法例承認的合
法婚姻制的權益的做法，是沒有任
何不合理之處。由此推論，只是要
各位「同志」排隊入紙司法覆核申
訴「被歧視」，最後必能迫使政府
或僱主承認「外地註冊」的同性婚
姻能享有種種有實無名的法律地
位、待遇及福利。這樣的判決真是
令人嘆為觀止！假如日後又有某某
公務員申請司法覆核，聲稱自己於
某地合法娶了四個老婆，是否可以
引申為香港法例雖不認同一夫多妻
（或多夫多妻）制，但香港政府斷
不能「間接歧視」某某於「外地註
冊」的四名妻子的「基本人權」，
必須向某某提供四倍分量的福利
呢？
試想香港某位法官，只要手執一

條人權法或歧視法就能作出無限申
引及詮釋，並且是繞過立法程序、
公眾討論及市民授權，隨心所欲地
引入外國的法例並據此作出有違常
理的判決，這絕對是對香港法治投
下一枚核彈！香港市民、政商界、
外地投資者以及旅客又如何能夠再
信任香港的司法體制？因此，愛護
香港力量近來倡議成立監察司法及
量刑的委員會，以避免出現這樣的
情形，真是非常有必要的。

袁俊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城市智庫成員許楨 資深評論員

國產航母與解放軍軟硬實力的提升

早前，解放軍首艘國
產航母，在遼寧大連下

水。由於該艦的下水狀態甚好，據信，其艦
體、上層建築與動力系統的完成度、整合程度
高；因此，距離廠方、軍方檢測、驗收的日
子，並不會太遠。另一方面，參考其姊妹艦—
由原蘇聯「瓦良格號」改建成的「遼寧號」服
役經驗可知，難度最高的「艦—機」協調，中
國海軍航空兵對關鍵技術的掌握，也比國際研
究及情報機構主流研判要快速不少。

解放軍「鳥槍換炮」
一方面，上述情況反映了中國海軍自冷戰結
束以降，在國民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之上，取
得頗為全面的進展；不只是航母，連帶核潛
艇、中型戰艦—如驅逐艦、護衛艦等硬件，早
已完成「鳥槍換炮」。另一方面，也說明軟件
建設，在項目管理、人員培訓等領域，也在追
近先進國家水平。
一直以來，解放軍，尤其是海、空軍的原則
都是「寧可人等裝備，不讓裝備等人」。也就
是說，早在相裝武器或設備國產化，甚或進入
解放軍編制之前，就在軍中、民間選拔人才，
作理論準備、技能訓練。一旦財政、技術或生
產條件許可，目標武備入列之日，就是堪用之
時，盡量做到人、兵零時差。
此一建軍傳統的形成與保持，與1920年代末
以降，解放軍及其前身就在相當緊張的物資、
技術及安全環境下組建、發展，有明顯的因
果關係。與之相較，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
經濟及國防壓力要小得多的印度三軍，因為對
外軍事交流的環境優厚，頗為容易同時自美、

歐、俄取得先進武器，卻不甚注重人力建設，
而長期依賴進口裝備及維護，甚或有先進戰
艦、戰車、戰機，因人力資源不足或不繼，而
無法有效發揮其性能。
就此而言，無論中國解放軍是順風還是逆風

而行，即便在「科技戰爭」的時代背景下，
「人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不變。航母
也好、導彈也罷，始終是第二位的。在此視野
之下，軍隊的腐化，特別是成系統、由點到線
再到面，恐怕遠比裝備落後於一時，還要致
命。無論如何，軍隊的反腐，就比其他領域的
倡廉工作，更牽動國家安危、人民福祉，務須
上下一心，舉全國、全軍之力以應對之。
當然，從積極方面去想，中國解放軍，尤其

是外訪最多的海軍，在近十年來，人文、裝備
軟、硬兩面同時進步，就得以在和平時期，提
升國家與軍隊形象、建立長遠對外關係。可以
說，海軍軟實力的保持、強化與發揮同樣重
要。在和平時期，軍隊硬實力
「停留在紙面之上」，不盡然是
壞事，與別國、別軍硬碰硬，自
然可免則免。然而，所謂「威武
文明之師」若只留在家門，便會
讓一些或居心叵測的國家，視之
為軟弱落後。

改善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
在這方面，解放軍最成功的和

平時期執勤，以及軟實力展現行
動，就是維持了近十年的「中東
護航」。在亞洲、非洲接合部，
特別在海盜猖獗的亞丁灣，中國

海軍派出先進的052B/C/D驅逐艦、054A護衛
艦及補給艦，保護通過該地的各國民船，恰如
其分地展現綜合國力，並成為解放軍與聯合行
動的歐、俄、美、亞同行密切互動的恒常平
台。
以此背景，解放軍在離亞丁灣不遠的吉布提

建成海、空基地，變得更順理成章，更自然地
為區內國家所接受，所引起的西方反彈也微不
足道。這種海上、空中軟、硬實力的交替累積
與施展，在較少經濟及人命代價下，大幅改善
中國的外交、戰略與安全環境。
最終，首艘國產航母及其後續型號投入服

役，也會加速上述良性循環。因此，筆者相
信，作為中國最強的海、空作戰平台，解放軍
未來數艘航母，除近在家門的南、北太平洋
外，也會自南海西出，恒常到印度洋，尤其是
西印度洋巡弋，以鞏固中國軍事軟、硬實力在
該戰略地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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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官司的「離奇判決」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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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朝核危機及中國的應對

最近一段時間，朝核危機成為國際社會高度
關注的熱點。有關報道佔據了國際媒體的頭
條，有關問題成為了從聯合國安理會到大國高
官會晤的焦點。半島戰雲密佈，戰爭大有一觸
即發之勢。

美國的戰爭準備已經全面展開
在軍事準備方面，美國幾大航母編隊加緊向
半島海域集結，美日、美韓大規模軍事演習接
連不斷，對主要目標的情報偵察更是加緊進
行。法律準備方面，總統、國防和安全主官召
集國會議員進行秘密吹風，為必要時爭取國會
戰爭授權預作準備。輿論準備方面，不僅總統
前所未有地邀集安理會15個成員國大使到白宮
會見，利用美國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之便，邀
請15國外交部長討論朝核問題。多種跡象表
明，美國正在從各個方面加緊準備戰爭行動。
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國目前的動作既是軍事威
懾，更是戰爭準備。
還要看到，特朗普需要一場戰爭。特朗普

「政治素人」形象頗受美國建制派詬病，他需
要通過戰爭決策確立「政治強人」的地位。特
朗普的國內議程處處受阻，需要通過對外戰爭
增強其施政能力。儘管特朗普及其幕僚仍表示
希望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但是戰爭選項已經擺
上枱面。特朗普不會因國際社會的反對而優柔
寡斷，不可能給中國和平斡旋留下太多的空間
和時間。
日本也是一個重要生戰因素。日本唯恐天下
不亂，不斷鼓動美國對朝開戰。日本的如意算
盤是：假美國之手，一舉消除朝鮮核威脅；借

支持美國開戰拉緊美日同盟，強化其東北亞戰
略地位；借配合美軍行動，突破和平憲法和海
外用兵限制，達到借船出海的目的。

規勸各方冷靜免戰
中國是半島問題的利益攸關方，朝鮮擁核對

中國構成重大威脅，半島戰亂對中國構成重大
挑戰。中國是「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對於發
生在直接周邊、關係到國家安全的重大事態，
必須拿出大國魄力、擁有大國作為。國家利益
高於一切，安全利益高於一切，應是中國應對
朝核危機的根本立足點。
朝核危機不僅給美國強化軍事同盟、部署

「薩德」以借口，而且可能引發破壞中國安全
環境的戰爭危險。朝鮮擁核還可能因其技術故
障，或者因遭受軍事打擊而造成中國難以承受
的核污染。各大國已經形成共識：解決朝核問
題的最後時刻已經到來，無論如何不能再拖
延。
中國提出「雙暫停」、「雙軌並進」建議，
堅持反對任何一方在半島生亂生戰的立場，無
疑是正確的選擇。重返六方會談的可能性仍然
存在，和平止戰的希望尚未完全喪失。儘管制
止戰爭的難度極大，但是事關國家重大戰略利
益，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仍應做出百分之
百的努力。當務之急是，規勸雙方冷靜下來、
相向而行，避免將危機推向戰爭。
對美國必須嚴厲交涉，說服其放棄動武選

項，真心實意配合中國的和平斡旋。美國大搞
戰爭威脅，不肯停下大規模軍事演習和軍事集
結的步伐、不斷製造戰爭緊張氣氛，是在壓縮

中國和平斡旋的空間。有必要給美國劃設紅
線：沒有中國的認可，不得採取任何對朝軍事
行動，否則中國必將軍事介入。
對朝鮮必須曉之於利害：朝鮮擁核不僅不能

自保，反而可能招來禍患。朝鮮應聽中國的勸
告，盡快下定去核決心。即使朝鮮提出這樣那
樣的交換條件，中國也應盡最大可能幫助斡
旋。如果朝鮮不識好歹、不聽招呼，繼續一意
孤行、再次進行核試驗，甚至直接訛詐中國，
中國必須作出嚴厲反應，加大對朝制裁施壓力
度，包括停供石油、糧食。

做好百分之百準備
中國要拿出大國魄力、擁有大國思維，善

於合縱連橫、借力用力。中國具備干預能
力，該出手時一定要出手。時間緊迫，不能
縮手縮腳，必須敢作敢為，必須加緊做好戰
爭隨時爆發的準備，包括思想準備、輿論準
備、軍事準備，必須加緊擬制應對戰爭的外
交、軍事行動預案，盡快進行軍事部署變
更。戰爭乃國之大事，備戰方能止戰，即使
有百分之一的戰爭可能，也要做百分之百的
應對準備。
中國還應聯手俄羅斯，動員上合組織、東盟

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為此，要展開縱橫捭闔的
外交運籌，與俄羅斯及其他可能的盟友進行及
時坦誠的溝通，爭取達成戰略共識和行動默
契。
中國所有舉措都要眼於強化大國地位、重
構東北亞地緣格局。如此，方能變壞事為好
事、變挑戰為機遇。

■中國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日前進行下水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