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民生增福祉 建小康求大同

過去五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帶領全國人民直面困難，堅定不移地完
成國家目標。習近平就任伊始就提出的
中國夢，激勵人民實現經濟平穩發展，
增進社會福祉，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
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着實現全體人民
共同富裕不斷邁進。五年來，中國合力
攻堅，消除貧困，6,000多萬貧困人口

穩定脫貧，等同法國的總人口數，中國
成為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
標的國家。

保障改善民生絲毫不懈怠
《論語》中有一段：「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強弱不是問題，分配不
均是一個問題；貧窮並不是問題，人心

不安更是問題。目前，我國正處於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面對效果顯
著的扶貧成就，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
頭腦清醒，不諱疾忌醫，承認脫貧攻堅
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
距依然較大，群衆在就業、教育、醫
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
堅持共享發展目標清晰，對保障和改善
民生絲毫不懈怠。
習近平曾經強調：「面對人民過上更
好生活的新期待，我們不能有絲毫自滿
和懈怠，必須再接再厲，使發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穩步前進。」十九大報告中也特別
指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
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
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
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
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
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

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
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平安中
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
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
樂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多次聚
焦民生，會場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充分顯示習近平和中央想民所想，急民
所急，抓住了人民最關心、最迫切希望
解決的問題。
《禮記．禮運篇》中記載孔子之言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
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平安中國，
正是向着古往今來聖賢嚮往、國人夢寐
以求的大同世界堅定邁進。

切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幸福感
習近平今年七一來港視察並發表重要

講話時也指出，「要以人為本、紓困解

難，着力解決市民關注
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
問題，切實提高民眾獲
得感和幸福感」。十九
大報告中有關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論述，精神一
脈相承。香港官方和民
間一向重視和鼓勵慈善扶貧、改善民
生，積累了不少成功成熟的經驗，包括
新家園協會，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發
展迅速，以為基層市民紓困、促進社會
和諧作為使命和責任，推動不同族群和
睦共處，宣揚互助互愛、多元包容的文
化，在照顧弱勢社群、促進社會和諧的
工作得到內地和香港社會的肯定。
十九大報告強調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

偉大榮光，改善民生不懈怠，我們將再
接再厲，發揮帶頭作用，凝聚官商民各
方力量，不遺餘力推動兩地合作，共同
關心照顧弱勢社群，切實提高民眾獲得
感和幸福感，為建小康、求大同多出一
分力。

中共十九大盛大召開，習近平作出氣勢磅礴報告，展現治國理

政的劃時代新方略，引領中國進入全面建小康、奔富強的新時

代，包括700萬港人在內的所有炎黃子孫無比振奮自豪。十九大

報告強調，保障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保證全體人民在發展

中有更多獲得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

好的社會秩序。這是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大同世界的應有之義、

必要之舉，也是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香港

各界將共同努力，繼續貢獻香港智慧和經驗，為把國家建設成為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共同奮鬥。

以新時代指導思想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
中指出，十八大以來，
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是全黨
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
動指南。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強起來
時代的指導思想，已經並將給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征程帶來深刻影響。「一國兩
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
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
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的指導思想。
十九大報告極具震撼力、穿透力、

感召力，廣大港人和海內外炎黃子孫無
不深感振奮，倍受鼓舞。報告旗幟鮮
明、高屋建瓴，深邃精闢、氣勢磅礴，
深刻回答了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一
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報告首次
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是中華民族強起來時代的指導思
想。

為實現中國夢指明方向
習近平在報告中，36次提到「新時

代」，指出中華民族已經從「站起
來」、「富起來」飛躍到「強起來」，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
的矛盾。
十八大以來的五年發生的歷史性變

革，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最
鮮明的標註。五年來，以習近平為核
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

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
略佈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戰略，黨和國家面貌煥然一新，黨
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
了歷史性變革，在中華民族復興歷史
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是一個
需要理論而且產生了理論的時代，這
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產生了思想的時
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
方向，繪就藍圖。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

舉，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
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的中國智慧。「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保障「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的指導思
想。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關於港澳問題

的論述，與他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視
察香港的重要講話一脈相承。他在視察
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全面回答了
推進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所面對的重
大問題，明確劃出了不允許觸碰的三條
底線，是開啟香港「一國兩制」新階段
的重要標誌。
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回到祖

國懷抱的香港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壯闊征程。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從回歸之日起，
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依照
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實
行管治，與之相應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和
體制得以確立。」這是中央對香港全面

管治權最深刻的論述。
十九大報告多次提及中央對港澳的全

面管治權。習近平強調，必須把維護中
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

進一步落實全面管治權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過去幾年，香港政治內耗不斷，管治問
題治絲益棼，原有優勢弱化。還有極少
數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公
然打出「港獨」，以「本土」之名行
「分離」之實。十九大報告重申「四
不」，警示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
過程中不可「走樣」和「變形」，值得
香港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全面落實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僅

是維護中央與香港良好關係的核心問
題，更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長治久安的關鍵。去年人大釋法以
來，香港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公正裁決，
沉重打擊了「港獨」勢力的囂張氣焰，
充分體現了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尊重。
香港社會的反應是痛斥分裂、激濁揚
清、弘揚正氣，這反映中央對港全面管
治權的進一步落實。
習近平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

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深入發展充分結合起來。展望未來，只
要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因應
國家所需貢獻香港所長，東方之珠定會
更加繁榮璀璨。

以雷霆萬鈞之力 剷除「港獨」根苗

早年有一則新聞。上
海浦東機場，25歲的留
學生汪某對前來接機的
母親連刺9刀，致其當場
昏迷，生命垂危。究其
原因，汪某留學的經費
全由母親一人承擔。母

親省吃儉用，將唯一的房產變賣，寄住
在娘家，最後四處舉債，仍無法繼續支
付他高昂學費。當母親付出了自己的全
部，仍不能滿足兒子的要求時，卻換來
兒子的仇恨。為什麼父母付出自己全部
的心血，卻培養出一個「受之無愧」的
白眼狼？答案很簡單，有些父母只關心
孩子吃飽穿暖，只關心孩子的出路，卻
失去了當父母的威嚴，也忘了教孩子感
恩。
這則新聞讓我想起香港那群噓國歌的

叛逆青年。這些人大多出生在香港回歸
前後，既沒有感受過殖民統治的屈辱，
也沒經受過舊中國的苦困，可說是「在
富養中成長」的孩子。政府不斷增加教
育經費，千方百計給孩子好的環境，卻
放棄了愛國教育，也從來不教導他們感
恩，所以他們心中只有西方民主，只有
個人自由，稍不如意，便和政府對抗，
甚至提出「港獨」的口號。為什麼這些
孩子會對自己的國家毫無感情，反而怨
毒深重，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有人認為，那是由於香港近年來經濟

發展不平衡，樓價高企，令年輕人失去

了向上流動的機會；也有人認為，這些
人恐懼「香港中國化」，所以要用「本
土化」去抗衡。這些理由並不成立。這
20年來，國家對香港照顧得無微不至，
特區政府針對青少年也作出不少優惠政
策，卻得不到多少善意的回應。相反，
這些年輕人的行為越來越反叛，試問，
國家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13億人
與他們有什麼仇怨，為什麼他們要噓國
歌？這只是不滿現實的發洩嗎？
「港獨」和噓國歌事件是明顯的敵對
行為，雖然這些事大都是少不更事的年
輕人所為，背後發功的卻是外國反華勢
力和別有用心的政客。事實已經證明，
對待「港獨」，唯一的正確做法是以鐵
的法律，毫不留情將其消滅在襁褓之
中，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先生所
言：「『港獨』是嚴重違法，絕不可
能。『港獨』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乃至全球、全世界都是零空間，包
括700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人，對
『港獨』必定也是零容忍。」我們無須
再容忍，無須再等待，我們不能再幻想
以講道理和懷柔政策阻止「港獨」的滋
長。
第一，重申「一國兩制」的定義。

「一國兩制」必須堅持，但是「兩制」
中的香港制度，一直顯得模糊不清，因
為基本法中所規定的保留香港原來的生
活方式已經和當時的情況大不一樣，今
日的香港政治環境，不再是有秩序的行

政立法關係，而更像台灣混亂不堪的內
鬥場面，反對派也沿着台灣民進黨的老
路，圖謀實現抗爭、奪權、變天三部
曲。所以，我們必須改變香港的政治生
態，比如說對議員的資格作出一定限
制，除了必須遵守基本法之外，更有必
要加上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杜絕反
中亂港分子滲入香港的建制核心。
二，強化管理。為防止外國反華勢力的
滲透，香港有必要對所有政治團體及遊行
集會採取更為嚴格的管制。對教師的入
職條件提出必要的規定，進行一定的審
核，免得他們給學生帶來不良的影響。
三，治「港獨」用重典。修改法例，
加重「港獨」行為的罪責，必要時引入
內地的國安法、國歌法及反分裂國家
法，在校園內禁止宣揚及討論「港獨」
及一切分裂國土的言論。
四，推行愛國教育。香港政府有數

以百計的委員會，但從來沒有人提倡
設立愛國教育委員會。相反，反國民
教育，反兩地融洽，提倡「本土」至
上的言論則毫無顧忌，在這種習非成
是，黑白倒置的環境中，愛國教育又
如何能展開呢？這樣下去，我們又如
何能培養出愛國愛港，有正確價值觀
的下一代呢？
我們要和「港獨」毒瘤作一次正面的
鬥爭。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人是中
國人，我們的下一代也一定要成為正氣
凜然，懂得感恩的炎黃子孫！

梁立人 資深評議員

許榮茂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志在拖垮「一地兩檢」反對派別詐傻扮懵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政府將會調整立
法會議案議程，暫緩處理《2017年印花稅修
訂條例草案》，以便立法會可以在10月25日
討論高鐵「一地兩檢」議案。結果，立法會
19日通過押後印花稅條例草案。但過程中反
對派瘋狂拉布、猛烈批評，公民黨陳淑莊指
「一地兩檢」議案根本不趕急，「11月只係
簽約，12月先人大開會，有咩咁趕呢？」立
法會議員朱凱廸更指，不論在修改立法會議事
規則、財委會的主席指引和高鐵「一地兩檢」
方案，反對派均會團結應戰，希望市民看到反
對派的努力云云。
朱凱廸的講話特點就是矯情，什麼努力應
戰，全是廢話。現在誰在開戰？不就是反對派
發動的拖垮「一地兩檢」之戰嗎？現在還要詐
傻扮懵說不知道政府在急什麼，除了無恥之外
實在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對於志在攪局的反
對派，政府不果斷出手，難道還指望他們良心
發現？
根據基本法，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
議程，政府完全有權因應情況調整議程。現在
林鄭提出要暫緩處理印花稅草案，先表決「一
地兩檢」議案。在「一地兩檢」方案公佈後的
幾個月時間，反對派沒有就方案提出過任何建
設性建議，反而挖空心思的要推翻「一地兩
檢」，甚至提出荒謬絕倫的「兩地兩檢」方
案。直到此時此刻，反對派依然要求政府進行
所謂全港諮詢，翻來覆去的諮詢，不是為了探
求民意，而是希望藉此拖延表決，令「一地兩

檢」立法不能趕及高鐵通車，從而將整個高鐵
拉倒。
面對反對派的圖謀，特區政府自然需要有更充

裕的時間應對。雖然在「一地兩檢」議案辯論
上，議員發言有限制，反對派拉布的機會不大，
但難保反對派不會採取其他手段阻撓。為穩妥
計，抽調議程，讓「一地兩檢」有更充裕的時間
辯論，之後再展開「三步走」的法律程序，做法
合情合理。至於對印花稅修訂條例固然會有一些
影響，但只要「一地兩檢」議案能夠如期表決，
影響實屬輕微。再者，如果反對派這麼重視法案
審議，這麼關心法案能夠如期通過，他們過去又
何以不斷就各項議案、撥款進行拉布？現在竟然
以擔心法案及民生受影響為由反對抽調議程，這
不是貓哭老鼠假慈悲嗎？
「一地兩檢」的民意已經很清楚，而反對

派要拉倒「一地兩檢」、推翻高鐵的目的也是
路人皆見。既然已經亮出底牌，就無謂再詐傻
扮懵，說一些虛偽的說話。如果反對派不是擺
出一副非拉倒「一地兩檢」不可的姿態，政府
有必要抽調議程嗎？政治是一個互動的博弈，
反對派要在議案攪局，政府自然要作出周全準
備，這又有什麼好批評？最可笑的還是朱凱
廸，什麼反對派要團結應戰。從來挑起戰火的
都是反對派，如果沒有瘋狂拉布，何用修改議
事規則？如果反對派實事求是討論「一地兩
檢」，政府何用步步為營？反對派如果肯聽民
意，肯順從民意，又怎會走到今日的田地？反
對派江河日下，原因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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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十九大報告讀後感

著名易學專家，曾連續十三年成功預測新年世界大勢，用易理為政要和企業
全息預測決策服務二十七年，著有《財富預見力》、《2013 年大預測》、

《2014年大預測》、《2015年大預測》、《2016年大預測》、《2017年大預測》。

股市後勢如何？
結論：10月下半月及11月會受衝擊而

跌，12月則被推動漲3數以上。1月因資
金不足而跌。明日跌至少5點。後天大後
天則漲。
測時是2017年10月16日八月二十七日
15:53庚戌月丙子日丙申時。得卦《風水
渙》變《坎為水》。兄弟巳火持世入墓，
挑財力弱。幸父母卯木臨青龍化官鬼子水
生助，弱中變強。
奇門。辛加丙己天英值符杜門在坤宮，
日時丙加癸天禽與己加癸騰蛇值使門景門
在兌宮。不安，氣已不足。與死門在乾宮
比和。跌6數左右。
六壬。丙上丁丑朱雀，丑上空酉太陰。
子上空申玄武，申上庚辰青龍。三傳空申玄
武、庚辰青龍、丙子騰蛇。空脫一片。嚆
矢。先雷聲大後雨點小。無力承受大財。
其實，筆者在《2017年大預測》一書裡
對全年股市已有預測。
【預測】以上證為例，全年大勢不是很
利。指數在3000-4000點特別是近3000點
震盪徘徊。投資者緩則可取小財。
【事實】全年上證指數在3000-4000點

近3000點震盪徘徊。大勢不是很利。不能
快速獲暴利。
【預測】春季：從2月雞年首市日至4
月清明，政策推動股市上漲。【事實：2
月 6 日 3156.98， 清 明 假 後 4 月 5 日
3270.31。從去秋預測卦《火澤睽》變《火

雷噬闔》看，妻財子數1，6伏於未下，寅
月合克未土，春子取小數1。】3月初到4
月初，進退動盪震盪，小漲3數。【事
實：3月6日驚蟄3233.87，清假後4月5日
3270.31。小震盪上行了37點。】
【預測】清明至5月立夏，跌。【事

實：4月5日3270.31，到立夏3103.04，跌
160多點。】特別4月18後跌得多。【事
實：4月14日高點3275.96，直跌到5月11
日低點3052.79，跌220多點。】
【預測】夏季：立夏至6月芒種，略漲2

至7數。最多70點。【事實：5月11日的
低點3052.79，至6月5日芒種的3091.66，
略漲38點多。】
6月會漲得多。【事實：從6月5日芒種
的3091.66，至7月7日小暑的3217.96。漲
100多點。】7月會跌，跌5數。【事實：
從7月7日小暑的3217.96，到8月7日的
3281.87，非跌，略漲60多點。】
【預測】說，秋季8月、9月跌。【事
實：從到8月7日立秋3281.87，到8月16的
3246.45，一入秋就呈跌勢。後漲到9月7日
的3365.50。一進入9月白露交節又一路跌
勢，從白露的3365.50高點，直跌到9月最
後交易日29日的3348.94，後國慶長假。9
月跌16點左右。】10月尤其在18日後跌。
冬季。11月後有利好消息刺激，冬天財
旺。指數大漲。漲6數。【事實：後面的
結果大家可以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