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未來 習主席開啟香港發展新階段

習主席昨日剛抵埗，就對現場迎接他
的人士表示慰問說，香港天氣很好、很
熱，辛苦在場人士等候。習主席向廣大
香港市民表示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他
說，時隔9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感
到很高興，香港發展一直牽動我的
心。寥寥數語，充分反映習主席平易近
人、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更表達了他
對於香港的深厚感情。事實上，習主席
與香港淵源深厚。他主政福建、浙江等
地時，就曾多次來港；擔任國家副主席

期間，更直接分管港澳事務，對香港事
務非常熟悉和重視，對香港發展非常關
心和支持。

習主席帶來中央祝福和支持
習主席在機場發表講話，表達了此行

的三個目的。習主席蒞港的第一個目的
是表達祝福：熱烈祝賀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衷心祝
願香港再創輝煌。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不但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國家的喜

事。回歸20年來，香港的「一國兩
制」實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既是
港人的成功，也是國家的成功。習主席
親臨香港慶祝回歸20年，正體現中央
對香港的關愛和重視。
習主席蒞港的第二個目的是體現支

持：20年來，中央始終是香港發展的
堅強後盾；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回歸以來，中央不
但在香港每次遇上困難之時施以援手，協
助香港渡過難關，而且在謀劃和推進國家
整體發展戰略時，始終考慮發揮香港作
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流合作，
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注入強大動力。
習主席蒞港的第三個目的是謀劃未

來：將與香港各界一道，回顧這20年
非凡歷程，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實，香港回
歸20年成就非凡，但也面對不少深層
次的發展問題，經濟轉型乏力，創科產
業發展緩慢，產業單一化，市民安居不
易，貧富懸殊突出等等。回歸20年正
是一個總結經驗、展望未來、規劃發展
的好時機。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未來發展
以習主席為核心的中央，高度重

視香港的未來發展。無論是「中國
夢」、「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
標，還是「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一帶一路」戰略重大部署，都把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納入其中，
不但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
顧，也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初
心的堅守。習主席主政以來，中央
接連出台了一系列挺港政策，為香
港帶來實實在在的機遇和廣闊的發
展空間：
旨在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

化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順利簽
署，進一步確保香港始終享受內地最
優惠的開放措施；在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香港跨境人民幣業務蒸蒸日
上，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
地位越來越鞏固；從2014年起陸續推
出的「滬港通」、「深港通」以及今
年5月獲批的「債券通」，有力促進
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共創雙贏；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再次單獨
成章的港澳部分，針對香港增添了支
持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
務中心、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等全新
表述，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透徹了解和
準確定位，為香港發展規劃了新路

徑；國家在「一帶一
路」戰略、「粵港澳
大灣區」、廣東自貿區
等重大部署中，都預留
了位置讓香港參與其
中，讓香港可以分享國
家發展的紅利。

習主席為規劃未來指明方向
這次習主席視察香港，特意安排參觀

西九文化區和港珠澳大橋這兩大基建，
也顯示了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重視。習主
席視察西九文化區，大有為文化區的建
設打氣鼓勁之意，希望西九文化區早日
完成，成為香港的文化明珠。習主席視
察港珠澳大橋，正顯示中央對於兩地融
合的支持和推動。
香港是一塊福地。在國家經濟強勁發展

的快車上，中央已為香港預留了座位，
關鍵就看香港能不能有效對接，能不能
善用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從而在
參與和助力國家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實現
自身更大的發展。回歸20年的香港正處
在一個新的發展節點，習主席親臨香
江，同香港各界一道規劃未來，將為香
港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開啟香港發展
新階段，譜寫「一國兩制」的新篇章！

香港市民熱烈歡迎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親臨香江，習主席

在機場發表的「表達祝福、體現支持、謀劃未來」的講話，回應

香港社會的期盼，表明習主席與香港市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其中，「謀劃未來」特別受到香港社會的重視。以習主席為核心

的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未來發展。無論是「中國夢」、「兩個一

百年」的奮鬥目標，還是「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一帶一路」戰

略重大部署，都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納入其中，不但體現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顧，也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初心的堅

守。回歸20年的香港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節點，習主席親臨香

江，同香港各界一道規劃未來，將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開啟香港發展新階段，譜寫「一國兩制」的新篇章！

「一國兩制」的巨大成就不容否定

經過 20 年的實踐，
「一國兩制」取得了舉
世公認的巨大成功。實
踐經驗證明了，「一國
兩制」不但行得通，而
且已成為香港的最大優
勢。

20年過去，多項數據均證明，香港比
過去更具競爭力，更加穩定繁榮。與回
歸前相比較，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逾8
成；人均生產總值增長約6成，增速較
日本和歐盟更快；特區政府財政儲備增
加了150%，現已接近1萬億元，相當於
特區政府兩年左右的開支，是全球財政
狀況最穩健的地方政府之一。此外，香
港近年一直維持3.3%左右的超低失業
率，幾近全民就業，失業綜援個案正處
於20年來的最低水準，貧窮人口則較3
年前顯著減少。
在國家的積極支持下，香港的國際金

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愈來愈穩
固。尤其在金融業方面，截至2016年
底，香港股票市場總值約3萬億美元，
排名亞洲第4、全球第7；首次公開募
股額再次榮登全球首位，超過紐約、
倫敦；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結餘超過
6,250億元，成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
中心。
除了鐵一般的經濟數據外，香港還是

全球最長壽的地方，全球治安和犯罪率
最低的地方之一，多個國際評級和學術
研究機構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和最富
競爭力的地方，香港也是全球廉潔程

度、人權狀況及法治指數較好的地方之
一。

激進勢力愈滋擾市民愈反感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縱然20年

來，一直有反對勢力抹黑和否定「一國
兩制」，但客觀的經濟數據及國際性的
權威評價始終有力地證明了，香港回歸
後依然穩定繁榮，港人生活方式及享受
到的民主自由並無倒退，人均壽命甚至
躍升為全球第一。說實話，「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確實是塊福地。試問一
下，誰不想在一個最長壽、治安最好的
地方居住呢？
臨近回歸紀念日及習近平主席視察香

港之際，本港少數激進政治勢力又再蠢
蠢欲動，甚至以黑布纏繞金紫荊廣場的
紫荊花雕塑，無非是要以示威的手段來
否定回歸及「一國兩制」。但是，香港
回歸後更加好，「一國兩制」的實踐是
成功和值得肯定的，回歸紀念日絕對是
個值得慶祝的日子。適逢今年是特區政
府的換屆年，習近平主席更會親臨香港
見證新政府就職，全城的喜慶氣氛可謂
更加濃厚。
筆者希望少數激進年輕人反思一下，

他們擾亂秩序的行徑得到多數人認同
嗎？他們的出位行為，對修補社會撕
裂、恢復社會和諧有幫助嗎？他們選擇
在回歸紀念日前抗議，能否否定香港回
歸20年來所獲得的成就？公道自在人
心，激進政治勢力愈滋擾，市民只會愈
反感。

香港回歸祖國之前，
美國有輿論曾質疑，作
為實行社會主義的中
國，是否能管理好實行
資本主義的香港。事實
證明，回歸 20 年，
「一國兩制」是史無前

例的創舉和實踐，在香港取得了偉大成
就，全世界有目共睹。香港與祖國的聯
繫日益緊密，關係不可分割。正如國家
主席習近平所言，「香港一直牽動我
的心。」20年來，中央一直都是香港的
堅強後盾。
首先從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上來看，

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和生活方式
並沒有因回歸而改變。回歸前，有不少
港人擔心，回歸後社會制度的改變，會
令自己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選
擇賣掉自己的房產，遠走他鄉。
然而幾年之後，他們看到賣掉的房產

升了數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沒有動搖，香港更一直在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地區的排行榜上名
列前茅。不少97前移民外國的港人懊悔
不已，選擇回流香港，重新投入熟悉的
生活和工作當中。
另一方面，國家不斷改革開放，香港

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和優勢日益
明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比
如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結算
中心，可成為亞投行的重要財資中心、
又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香港

的優勢將有增無減。
內地的諸多優秀企業，不論國企民

企，紛紛成功在港上市融資，更培育出
騰訊等世界級科創巨企。越來越多香港
年輕人到北上廣深及其他城市實習、工
作、生活，開拓創業創富的空間。這些
都是回歸前難以想像的。
回歸20年來，廉潔、高效、司法獨

立，仍然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回
歸20年來，香港尊重法治、拒絕貪腐，
依然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國
際城市，保持良好的國際形象。
得益於「一國兩制」，中央長期大力

支持香港，給予香港種種特殊照顧。中
央推出CEPA、自由行、「滬港通」、
「深港通」、「債券通」等一系列政
策，助推香港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戰略，都把香港納入其
中，為香港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奧
運金牌運動員代表團接連訪港，如今中
國首艘航空母艦首次靠泊內地以外的城
市，也首選香港，同香港市民近距離交
流，令內地民眾羨慕不已。點點滴滴，
無不顯示國家給予香港的厚愛關懷。
習主席一再強調，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
搖；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正確方向
前進。如今，習主席親臨香港視察，
為香港鼓勁加油，港人相信，香港的
未來將更加美好，「一國兩制」的未
來更加輝煌。

林建岳 博士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

梁志祥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陳曉鋒 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習主席為香港加油鼓勁

東風浩蕩春滿香江，紫
荊明艷再創輝煌。國家主
席習近平及夫人彭麗媛昨
中午乘專機抵達香港國際
機場，展開視察香港3日行
程。習主席抵港後發表了
言簡意賅的講話，不僅強

調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而且表示期待能夠親身感受香港這
些年發展的新氣象、新變化，相信通過在港
的一系列活動，一定會更加增強國家發展香
港、建設香港的信心。
「香港一直牽動我的心。再過兩天就是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這無論是對國家還是
對香港都是大事、喜事。」習主席的講話體
現出此行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一是中央
充分肯定香港回歸20年來的成就，二是中央
希望與港人一起，認真總結經驗，展望未
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習主席衷心祝願香港再創輝煌
習主席對香港一直是充滿感情的。維護香
港的繁榮穩定，是香港與內地攜手鑄就「中
國夢」的前提。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職期
間，習近平多次率企業代表團赴香港洽談交
流；在中央分管港澳事務期間，習近平前往
香港調研考察，了解社會民生；擔任總書記

後，習近平多次就香港事務發表講話，始終
關心香港的社會發展及繁榮穩定。
正因這份感情，他一下機就以感性的語言

說出，「時隔9年再次踏上香港這塊土地，
感到很高興」。這番話也道出了香港市民的
心聲，引起了強烈共鳴。回歸香港20年來不
平凡的歷程，「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香港
得到了生動實踐，成果豐碩。

國家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發展
從「十五」規劃到「十二五」規劃，香港

一直在國家的發展戰略中佔據重要位置。保
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也是中央政府始終
的關切。翻開「十三五」規劃，一項項惠港
政策振奮人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繼
續鞏固，對外開放功能得到升級；香港與內
地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與廣東等地的平台
建設得到加強……字裡行間，無不滲透中
央政府對香港的殷殷期許與深深關切。
CEPA推出以來所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

說明香港成功落實並受惠於「一國兩制」的
偉大構想，也充分體現了香港和內地的優勢
互補、互惠共贏。近日新簽署的升級版CEPA
將更加符合兩地經貿發展的需要，也符合國際
貿易和投資的新趨勢。最引人關注的是，新
簽署的《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還為香
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設置了專章。

中央對香港實實在在的支持，轉化為香港
特區真真切切的繁榮。自1997年至 2016
年，香港作為高度發達經濟體，本地生產總
值年均增長3.2%，連續23年獲評「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蟬聯「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
體」，始終是全球最富裕經濟體之一。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20年過去了，香港踏上新征程的又一個新
起點。2017年4月11日，習近平會見新當選
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重申，中央堅持「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堅
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將全力支持林鄭
月娥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
今日的香港，是一片經濟的熱土，是一個

宜居的家園，吸引世界的目光，寄託13
億中國人的期望。謀劃未來，中央願同香港
各界一道回顧香港20年來不平凡的歷程，總
結經驗，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從7月1日開始，以林鄭月娥為核心的新

一屆政府將挑起承前啟後的重擔。香港面
對不少挑戰，特區政府任重道遠，相信在
中央支持下，港人齊心合力發揮拚搏精
神，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希望新政府帶
領700萬港人努力進取，戮力同心，開拓香
江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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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載歷程 二十載感動
吳學明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Geoffrey Somers

中央關懷香港 東方明珠璀璨

香港即將回歸中國20年了。筆者始終認
為，世界欠中國一個真正的認可和讚許，而
這本應在1997年就給予。對於脫離英國殖民
統治的香港，北京賦予其「特別行政區」的
地位，並給予了很多特權，這種決定慷慨到
令人難以置信。「一國兩制」的巧妙之處在
於，它既能保持香港的經濟活力，又使港人
得以繼續享受原有的生活方式。700多萬港
人所擁有的自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被
視為理所應當。
偉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遠見卓
識，令香港在政權回歸祖國的同時重獲新
生，開啟新的50年的輝煌。香港曾被英國形
容為「女王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既然香
港要「物歸原主」了，香港人民的命運自然
也會隨之改變。深知香港價值的中國政府十
分重視此次政權回歸，也格外照顧香港人民。

解放軍駐港20年從未發生事故
在政權移交的日期確定後，北京承諾「無
痛過渡」，確保香港大企業在出口貿易中繼
續佔據較大份額。虛懷若谷的北京在確立基本
法時，廣泛諮詢香港各界的領軍人物，敲定了
回歸後前50年香港治理方案中的諸多細節。
在這個方案中，中國只提出兩個條件——香
港的外交與國防事務交由中央政府管理。事
實上，這本就無可厚非，國防與外交非同一
般，由中央處理乃是基本的政治慣例。
然而，當時仍然有一部分人對解放軍駐港
感到憂慮。這些批評者忽視了一個事實——
在被殖民統治的157年中，香港曾是英國皇
家海軍的基地，駐紮了相當數量的英國士
兵。低調的人民解放軍在港駐軍已近20年，
至今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衝突。湊巧的是，
現在的解放軍駐港總部恰好設在前英國海軍
基地的所在地添馬艦。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年前海外媒體那
些不負責任、極具煽動性的新聞頭條？當
年，許多報道聲稱解放軍坦克將在中環巡
邏。隨7月1日的臨近，記者蜂擁而至，
希望報道一些大新聞，而這不過是一些臆想
出來的事件。位於雪廠街的香港外國記者會
擠滿了記者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他們興奮
地談論傳說中即將在香港街頭發生的可怕
場景。

青年示威者擔憂沒有現實依據
可是，事實證明，當第一批部隊到達香港

履新時，並沒有出現坦克，甚至沒有發生任
何街頭暴力事件。海外媒體一心期待的「街
頭大戰」不過是他們血腥殘暴的想像，事實
上並沒有發生。短短幾天內，數百名海外記
者鎩羽而歸。他們並沒有看到期待中的事
件，也鮮有人報道這個自1945年以來最和平
的政權移交。
縱觀政權移交前後的一段時間，北京的慷

慨決定似乎不止被其他國家所忽視。筆者不
禁想問，當時的香港居民是否真的對中國的
體貼禮遇心存感激？筆者同樣懷疑，當今的
香港年輕人是否明白祖國為他們創造了舒適
的環境。遺憾的是，近來發生了許多青年示
威活動，他們口中「令人沮喪的未來」完全
沒有現實依據，不過是缺乏邏輯、具有誤導
性的想法和假設。
真正的現實是，滿心關懷的北京給了香港

一個50年的「喘息時間」，讓港人得以逐漸
適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新身份。或許北京之
所以這麼做，是為了港人能逐漸生發出一種
自豪之情，對香港在祖國發展和繁榮中所作
的貢獻感到由衷的驕傲。

（作者Geoffrey Somers是港府前首席新聞
主任，在擔當公職前和卸任後，他先後在幾
家英文刊物擔任編輯。本文的英文版題為
World disregarded China's great benevolence
to HK，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面。）

■香港市民
熱烈歡迎國
家主席習近
平及夫人彭
麗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