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經濟時代有利港人抓住發展機遇

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經濟思想，主要
內容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大力改革舊有的經濟體制，發揮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針
對人民要求過更美好的生活的需求與生
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推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
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
略」「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
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

管住貨幣供應總閘門」，充分體現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中國發展符合世界利益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標

誌着美國走向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保
護主義，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背道而
馳。為了所謂美國優先，美國採取了利
己主義，採取零和遊戲態度，損害別國
利益。這種方法完全違反經濟發展規

律，違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
美國動輒使用經濟制裁和封鎖手段，只
會使自己隔離於世界市場。美國放棄了
國際大市場，放棄了融入世界自由開放
貿易的機會，美國的增長率一定不會
高。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

濟思想，強調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各
國互通有無，共商共建共享，大力推動
開放，降低關稅，互相投資，互相包
容，形成更大體積的經濟合作夥伴關
係，大大提高了各個經濟體運作效率，
提高各國企業活力。中國今後將降低關
稅，購入更多外國產品，着力解決龐大
貿易順差的問題。中國對外作出更多投
資，充分運用市場經濟的動力，大力發
展新經濟，迎接科技革命。通過更大程
度的開放，中國將能充分運用世界的科
技人才、資金、市場，更好地發展自
己，更好地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可以看到，美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和中

國完全不同。中國沒有把美國當成為競

爭對手或敵對者，中國樂意與美國進行
經貿合作，有容乃大。對於美國企圖壓
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做法，中國僅僅採取
規勸的對策。中國繼續開放市場，降低
關稅，讓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商品進入中
國市場，這是積極的做法。美國怎樣
變，都妨礙不了中國發展的步伐，都不
能改變中國的既定路線，也不能向中國
勒索而得到更多利益。
因為，中國代表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方

向和各國的利益，美國反對中國的做
法，不僅是站在中國的對立面，而且站
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面。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亞投行，參與亞投行的國家不
斷擴大，已經達到86個國家，連日本
也表示要加入，美國至今仍不願加入。
美國究竟得到了利益，還是縮小了發展
的空間？中國從容面對，勝似閒庭信
步，無招勝有招。美國將會發現自己的
市場更狹窄，吃虧更大。

港人有更廣闊發展舞台

中國今後將通過供給
側改革，大量採取高新
科技，大力發展實體經
濟；將會控制貨幣發行
總量，排除泡沫經濟、
虛擬經濟的風險，中國
將引進大量科技創新人
才、企業管理人才、金
融管理人才、各種風險投資和孵化器人
才，當中包括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才。
中國將大量投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鼓勵香港中小企夥同中國的企業聯
手開拓海外市場。
未來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吸引

更多外資進入中國，香港作為人民幣
最重要的離岸中心，金融業務體積將
會更大，香港將有做不完的生意，香
港的專業人才將有更廣闊的舞台。習
近平新經濟思想，是香港創造財富的
大寶庫，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應認真
研討，深刻理解，把香港建設得更加
繁榮穩定。

美國總統特朗普公佈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敵

對力量，指責中國威脅美國的競爭優勢。與此同時，中央舉行了

經濟工作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闡述了「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反映出中央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

形勢的高度智慧，以及解決新時代經濟問題的高超管治能力，這

將有利於香港在變幻不定的國際競爭中，加速經濟發展，融入國

家經濟部署，參與大灣區建設，更好地利用內地的人才、市場資

源，把握國家發展的黃金機遇，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讓市民能共享時代發展的成果

十九大報告對於
國家的發展階段提
出了「新時代」的
論述，而這個「新
時代」的特點不僅
表現在國家的整體
發展環境發生了改

變，更加表現在國家的社會矛盾出
現了新的變化，本次十九大對社會
矛盾作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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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那也就意味着國
家今後各項政策的重心都會圍繞着
解決這個矛盾而進行。
「新矛盾」的論述中體現了現今
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發展的
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區域、各方面
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從而制約了
全國發展水準的提升；而發展不充
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領域、
一些方面還有發展不足的問題。雖
然國家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但
是仍有 3,000 萬人尚未脫貧。同
時，城鄉發展不平衡、人口發展不

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等問題，
都是未來制約國家發展的障礙。

香港同樣存在發展「不平衡」
而這些社會矛盾的轉變對於香港

而言又有怎樣的關聯和啓示呢？首
先，我們從國家矛盾的變化對於香
港的影響來看，近幾年，正是由於
內地矛盾的轉換，人民富裕起來
後，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使得人們
開始尋求更高質量的商品，而香港
由於具有地理上的優勢，使得許多
內地人傾向於到香港進行商品和生
活用品的採購，隨着人數的不斷增
多，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本地居民的
不滿，而這些不滿被別有用心的政
黨利用後，製造出「中港矛盾」，
嚴重傷害了兩地人民的感情。
所以，當香港政府面對這些問題

的時候，應該認清現象背後的本
質，疏導民衆的怨氣，平衡兩地人
民的利益。其次，在十九大對社會
矛盾的論述中，關鍵詞是「不平
衡」、「不充分」，我們不禁反
思，香港是否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

呢？我認為，香港社會發展的「不
平衡」最主要集中在民生方面，社
會貧富差距不斷增大。統計處在
2016年指出，香港的堅尼系數為
0.539，創45年來的新高，同時樓
價高企，使得作為社會未來力量的
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些
社會問題一直都是制約香港向前發
展的桎梏。
今天，我們經常談論共享經濟，
而我認為真正的共享經濟的內涵不
僅是單車或者汽車那麽簡單，它是
一種解決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理念。
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共享應該是讓
全部香港市民都能共享這個時代
的進步所帶來的成果，共享香港
這座城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無限
希望，共享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
遇。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在
未來的政策中更努力致力於解決
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讓基層
市民都能真正分享到社會發展的
果實，使得整個香港社會能夠共
同進步、和諧發展！

（十九大論述系列之二）

自國家改革開放
以來，不少香港企
業搬往內地，為國
家發展提供了寶貴
的資金、技術、現
代化管理經營思
維；港人前往內地

生活和就業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可
以說，香港幫助了國家發展，也逐
步 融 入 了 國 家 的 發 展 和 生
活。然而，不少在內地生活和就業
的港人反映，在內地難以享受國民
待遇，不利於香港與內地的融合。
有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過去5
年，持續向中央反映意見，提出多

項為內地港人提供更多便利政策的
建議。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7月來港出

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廿周年和新一
屆特區政府就職慶典，指出中央相
關部門正積極研究便利的具體措
施。不到半年，12月18日中央公
佈了新一批政策措施，包括讓在內
地就業的港澳台人士可根據《住房
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關政策規定
繳付住房公積金，這是內地一種房
屋福利，積存金額可用於購買、建
造、翻建、大修以及裝修自住房
屋。
此外，在內地就學的港澳學生

可根據《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
理辦法》，申請專設的港澳及華僑
學生獎學金；國家社科基金則向在
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澳研
究人員開放申報基金的各類項目。
相信，有關的便利政策陸續有來。
隨着國家持續發展，亞投行、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重
大戰略相繼推出，中國將更開放進
步。
是次中央對港澳台居民推出住房

福利、就學獎勵和增加科研申請資
金等新政策，是實質的國民待遇體
現，更是國家視港澳台為一家人最
有力證明。

林龍安 港區人大代表當選人

李慧琼 民建聯主席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23條立法不能再等

新當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表
示，今屆政府還有4年時間，可為23條立法做好準
備。譚耀宗指，如果今屆政府重推立法，應做好鋪
排，亦需要多花些時間向公眾介紹法案的內容，以打
消市民不必要的憂慮。
說來令人感慨，香港回歸已整整20年，如果說23
條立法還沒有做好準備，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依筆者所見，23條立法條件早已成熟，香港人對立
法也不見得有太多的顧慮，真正的問題是當權者的怯
懦，他們害怕反對派借機搞事，破壞了大和解局面。
也有人自我安慰地說，23條立法並非當務之急，就
算沒有23條立法，也有足夠的法例去維持香港的管
治。
沒錯，20年來沒有23條立法，也不見得香港就會變
天。問題是，難道23條立法的作用只是為了阻嚇、懲
戒不法分子，維護國家安全嗎？其實，23條立法更重
要的意義，是維護國家憲制的完整，加強香港人對國
家的認同，補充基本法欠缺的拼圖。所以，無論從現
實需要和國家觀念來說，23條立法都是刻不容緩的，
這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700萬香港人對國家應有
的尊重和義務。
20年時間已經太久，若當權者缺乏熱血和勇氣，再
等4年甚至等到2047也未必能成事。其實，2003年擱
置23條立法已經是一個錯誤，每多等一天，錯誤便多
延續一天。平心而論，香港市民對23條立法並不如某
些人想像的那樣敏感。正如不開車的人，是永遠不會
在乎交通條例的嚴厲的，惟有那些罔顧他人安全，喜
歡超速駕駛的人才會極力反對。但市民容易受輿論影
響，反對派將23條妖魔化，才會引致市民產生強烈的
反應，只要向市民解釋清楚，23條立法則無異於反吸

煙條例，市民不但會接受，而且會支持，因為那是對
奉公守法的市民有益無害的事。

時間越拖得長問題越多
23條立法最大的阻力並非來自市民，而是反中亂港

的極少數人。這些人表面上反23條立法，其實他們真
正要反的是中國共產黨，他們可以接受港英管治，可
以當西方強國的附庸，就是不願意回歸自己的祖國，
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
這些人就像中了西方蠱毒的活殭屍，看見紅色就驚

恐，看到社會主義便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是沒有辦法
和他們講理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依法遏制他們的亂港
言行。事實擺在面前，若沒有上屆政府出手，罷免了
6名反對派的激進分子，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根本不
可能成功。
23條立法同一道理，要說服反對派支持23條立法是

不可能的，要等待他們回心轉意更遙遙無期，時間越
拖得長，問題只會越多。我們不能害怕和反對派針鋒
相對，真理越辯越明，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大辯論，
勝過20年苦口婆心的游說和等待。
我們不需要靠23條立法「救火」，但需要23條立法
吹響撥亂反正的集結號，我們需要更多像陳卓禧校長
那樣的愛國愛港人士站出來，光明正大的展開愛國教
育，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再變成黃之鋒那樣的叛逆，年
輕人要在藍天白雲之下，對着五星紅旗驕傲地說：
「我們是香港人，也是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23條立法已經遲了20年，再等下去，香港只會一直

亂下去，香港的民生經濟必然會遭到阻滯，23條立法
不能再等，我們輸不起，也對不起中央政府的信任，
對不起700萬希望能安居樂業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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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港人國民待遇 體現中央重視
羅競成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葵青區議會主席

香港市場終於迎來了20年來最
大變革！12月15日，港交所正式
宣佈拓寬現行上市公司制度，允許
「同股不同權」的公司在主板上
市。儘管在香港上市的估值低，但
是周期短，而且可以預期，而如今
又被港交所放開了「同股不同
權」，將使得創始人管理起來更加
靈活。因此，允許「同股不同權」
公司在香港上市，正如港交所行政
總裁李小加所說的那樣，將會有利
於增加香港市場對「新經濟」類公
司的吸引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企
業來香港上市。
因而，在得知港交所作出的重
大決定之後，一些內地企業正在
躍躍欲試，準備尋求去香港上市
的渠道，以求在香港市場上大展
身手。對此，內地投資者在羨慕
和祝福香港市場的同時，眼看大
批優秀的內地企業將要流失，因
而對A股市場的前景表示擔憂。
事實上，結合到當前階段A股市

場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的A股
市場並不具備接納「同股不同
權」類特殊股權結構企業上市的
條件。
要接納「同股不同權」類公司上
市，需要其所對應的市場發展到相
當成熟的階段，有着相當成熟的投
資者與融資者，有着健全的監管體
系與成熟的監管者本身，有着健全
完備的投資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法律
法規，並且能夠做到執法必嚴。顯
然，當前階段的A股市場，與這些
要求和條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
此，A股市場的參與者也不必因
「羨慕嫉妒」而生「恨」。而需要
正視A股市場的現狀和問題，以積
極心態面對港股對內地資本市場的
影響。
儘管香港實施「同股不同權」給
A股市場參與者帶來了一定心理層
面的衝擊，但是，實則為帶給A股
市場的一大利好。一方面，對於推
動內地「新經濟」類公司的發展有

着積極意義。如前文所述，港交所
允許「同股不同權」類特殊股權結
構類公司在香港上市，着實有利於
增強香港市場對內地「新經濟」類
公司的吸引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內
地企業赴香港上市。
另一方面，對A股市場起到探路

作用，減少A股市場的試錯成本。
正因為當前階段的A股市場並不具
備接納「同股不同權」類特殊股權
結構公司上市的條件，而作為「同
股不同權」這個新制度設計的試
行者的香港股市，在引入和實踐
接納「同股不同權」類公司上市
的基礎上，充當着A股市場最終
引入新制度的探路人和先行者。
有了港股引入並落地實踐「同股
不同權」新制度的經驗，A股可
以在此基礎上努力加強自身建
設，使得A股逐漸真正具備接納
「同股不同權」類公司上市的條
件，從而杜絕錯失下一個阿里巴
巴在國內市場上市的遺憾。

香港實施「同股不同權」對A股意義重大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綠色恐怖」擋不住祖國統一的巨輪

在台灣蔡英文政府用「綠色恐怖」手段打擊支持統
一的新黨青年人。同時島內公佈最新的民調，蔡英文
的支持率再下滑。這還不包括濫拘事件帶來的新一波
反對浪潮。蔡英文當局搞「綠色恐怖」適得其反，無
助催谷民望，更無法阻擋祖國統一的歷史巨輪。
12月20日公佈的台灣指標民調，6個都市的民眾對
蔡英文執政表現滿意有26.8%，有60.6%表示不滿
意，12.6%未明確表態。分析顯示，除「國小」以下
教育程度，或泛綠立場的民眾以外，其餘不同立場民
眾對蔡英文的不滿意比率均高於滿意的比率，泛綠立
場民眾表示不滿意者亦有38.7%。
筆者認為，這個民調為蔡英文當局搞「綠色恐
怖」做了一個註腳，其目的就是藉此打擊島內統派，
向深綠的「台獨」勢力示好，以鞏固綠色基本盤來挽
回民望；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則是恐懼島內統派力量
壯大，企圖濫用司法手段，壓縮統派的生存空間，以
達到民進黨長期執政的目的。
新黨是島內支持兩岸和平統一最堅定的政黨之一。
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被稱為「新黨青年三傑」。
曾猛烈抨擊民進黨，表達反「獨」促統的觀點，言辭
犀利，旗幟鮮明。新黨主席郁慕明今年12月9日至16
日率新黨大陸訪問團先後到訪北京、南京、上海等
地，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都是隨行人
員。
王炳忠還計劃於12月19日下午請記者茶

敘，分享新黨「創新之旅」的成果。孰料
19日早上就被當局帶走，被控涉違反「國
安法」。王炳忠的父親和新黨青年軍陳斯
俊，也被帶回「調查局」接受偵訊。

支持統一後繼有人
針對此事，新黨青年成員冒雨趕到新北市
新店的調查站外聲援王炳忠等人，藍營人士
也紛紛表示強烈不滿；民進黨內對此也有不
同意見，有人要求司法當局提出證據，有人
認為程序正義必須兼顧。
王炳忠獲釋後在記者會上，就在其住處找
到多張一百元人民幣一事回應指稱，不存在

任何大陸提供金錢的事。有關人民幣是他在大陸出書
所得，書名叫《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記者會
上，新黨副主席李勝峰連用三個「非常」痛批蔡當
局，帶走新黨青年，「非常非常非常不正義」，這是
一場嚴酷的司法迫害。
侯漢廷則表示，「只要我持續反對『台獨』，民進
黨就會不斷地對我們施加政治迫害」。但是，「我自
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在支持統一、持續
對抗民進黨不公不義的道路上，他將繼續勇往直前並
且義無反顧。
新黨青年軍的抗爭，表明蔡英文當局打壓島內統派

不會得逞，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實上，此次
事件恰恰是島內支持祖國統一力量成長的標誌。一直
以來，島內的統派力量是以外省老兵為主，隨着他們
的老去，令人擔憂統派力量逐漸削弱。之前發生的
「太陽花運動」，島內出現了一股「天然獨」的思
潮，認為台灣青年一代都是「天然獨」。此次新黨青
年軍被打壓而不屈服，更激起更多島內青年人支持，
在在表明，島內的統一力量後繼有人，生生不息。
從新黨青年新軍身上，讓人看到台灣島內統一力量

發展的趨勢，看到支持兩岸融合的趨勢，看到和平統
一的希望，更加堅定祖國最終實現完全統一的信心。

■台灣當局19日到新黨發言人王炳忠（中）的住處搜索，並將
其帶走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