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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保障實現民族復興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全票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國家憲法是
治國理政的總章程，必須體現國家事業
的歷史進步，並隨着時代發展而不斷完

簡松年 律師 全國政協委員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以接近

. 2

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今次是 1982 年公佈的憲法第
五次修訂，涉及修改的條文共
有 21 條，贊成率超過 99.7%，充分展現了時代
所趨、事業所需、民心所向，充分表達了全國
人民對依憲治國的高度信心。

提供有力憲法保障，確保國家始終沿着

體現國家意志和人民意願

正確軌道向前推進。憲法不斷完善，有

國家憲法是治國理政的總章程，必須體現國
家事業的歷史進步，並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完
善發展。1982 年憲法公佈施行後，憲法一直處
在探索實踐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先後 4 次對
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
要的修正。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取得了令世
人驚歎的發展奇跡，彰顯了修憲具有重大的現
實和歷史意義。實踐證明，及時把國家成就和
寶貴經驗提升為憲法規定，可以體現國家意志
和人民意願的有機統一，是國家治國理政的一

善發展。新修訂憲法把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國家根本大
法，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利於保障「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成功
落實，進一步彰顯憲法和基本法的權
威。香港社會各界須利用今次修改憲法
的契機，在香港形成「尊崇憲法、學習
憲法、維護憲法」的熱烈氛圍，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

條成功經驗。
新修訂憲法站在健全國家領導制度、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把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國家根本
大法，進一步明確堅強穩定的領導核心，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憲法保障。一
系列重大制度設計修改，包括人大制度、憲法
宣誓制度、國家主席任期制度、國務院管理制
度、地方立法制度、監察制度等等，又是保證
國家長治久安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
2020 年必須完成的奮鬥目標，現在離這個目標
只剩下 2 年時間，全國人民必須一鼓作氣，圓
滿完成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要實現宏偉目
標，從根本上必須有牢靠的法治保證。把一系
列適應新時代國家發展的新要求寫入憲法，有
利於把十九大確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戰略部
署，貫徹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確保國
家始終沿正確軌道向前推進。有了與時並進
的憲法，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就有了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經濟基礎。沒有憲法的保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然出路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歷程
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源規模及
質素，包括土地、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經濟體
制及管理。人力資源除了勞動力的供應，現在更
重視勞動力的質素，科技創新水平。香港土地及
自然資源規模很小，面積只有1100平方公里，人
口 740 萬，規模自然受到約制，然而，香港過去
半個世紀發展歷程的表現及成果，創造了經濟奇
蹟。（見表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
不斷轉型。在 60 至 70 年代，香港乘歐美在二
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復興，以一個蕞爾小島發展
了輕工業加工生產及出口為主，當時的主要市場
是因應取得貿易最優惠待遇，美國及英國等西歐
各國各佔出口市場的 40%份額。並且因應市場需
求及技術的變化而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是紡織，
製衣，塑料，電子，玩具，鐘錶等。香港作為一
個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包括自由企業制度、自
由港，低稅率等優勢，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到了80年代，由於土地及房屋供應，勞動力供
應的限制，香港的市場競爭力面臨挑戰。適逢中
國內地於 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
「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的廠商立即抓住機遇，
在幾年前便把生產轉到深圳特區及珠江三角洲各
地。本港整個製造業生產萎縮，製造業工人也由
近百萬大幅減少。不過，香港在內地的工業產品
仍要使用香港的出口配額，促使本地港口、國際
市場網絡乃至相應貿易服務及國際金融市場服
務快速發展，形成前店後廠的格局。1985 年香港
的轉口貿易超越淨出口，香港回到早期作為中國
內地轉口港的地位，在從前，香港是內地輸入商
品的轉口港，現在是中國輸出商品的轉口港。
另一方面，香港成為內地引進外資的窗口。到

香港的產業結構：按經濟活動佔比劃分

年份

GDP
人均GDP
（億港元） （港元）

建築業

4.9

3.3

5.2

服務業

87.3

93.0

92.2

21.6

23.8

21.8

2. 住宿及膳食服務

2.9

3.2

3.3

3. 運輸、倉儲及郵政速遞

7.6

7.9

6.2

1. 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

1966

142.82

3,935

1978

857.82

18,379

4. 資訊及通訊

3.3

3.2

3.5

1990

5,992.56

105,050

5. 金融及保險

12.8

16.3

17.7

1997

13,730.83

211,592

6. 房地產及專業及商業服務

9.2

10.8

11.0

2000

13,375.01

200,675

7.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19.0

17.0

18.1

2010

17,763.32

262,887

8. 樓宇業權

10.8

10.6

10.7

2017

26,626.37

360,220

100.0

100.0

100.0

總額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反對派倡派錢 阻政府投資未來
曾淵滄博士
今年財政預算案公佈後，爭論最多的焦點就是
應否全民派錢。部分建制派也支持全民派錢，與
反對派站在同一陣線。不少評論都認為，反對派
與部分建制派都認為應該全民派錢的原因是 3 月
11 日是立法會補選投票日。反對派與部分建制派
都認為全民派錢最受選民歡迎。
多年前，特區政府也曾經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
全民派錢的建議。但是，得到的反應卻是反對的
聲音比支持的聲音大。當時，反對派群起反對，
今日，這些在當年反對全民派錢的反對派中人以
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為了自我完美的解釋，
他們提出一個新的論點，那就是反對特區政府投
資於未來，興建他們認為是「大白象」的工程。
因此，最好是將財政盈餘全部用來全民派錢，錢
派光了就可以阻止特區政府投資於未來。
多年前，這些人反對全民派錢，反對的理由是
不該派錢給富豪如李嘉誠。現在，這群人不再介
意派錢給富豪，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全力阻止
特區政府投資未來。反對派最希望看到香港停滯
不前，停止一切基建投資，科研投資，讓香港被

內地城市一個接一個地超越，以顯示特區政府的
無能。只可惜，部分建制派中人看不到反對派提
倡全民派錢的目的是為了阻止特區政府對未來的
投資，以破壞香港的前途。
投資未來是不能不做的事，「河套區」的空地
已經空置了很久，不能不發展，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中就有20億元是用來在「河套區」做土地平整
工程。醫院也不能不建，人口老化，特區政府不
可能不投資於未來的醫療系統。還有，香港勞工
界都希望能早日廢除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對沖的
規定，要廢除規定，特區政府也必須拿錢出來做
補償。財政盈餘再多，扣除了上述必須做的事，
再扣除特區政府的經常性開支，還有多少剩餘？
如果把這些剩餘全部用來平均分派給所有的香港
居民，就不可能有錢給中產扣稅或免差餉，不可
能給領取綜援者派多一些錢，不可能給老人家多
派生果金……
當然，有人天真地以為特區政府的盈餘真的是
多得不得了，給中產扣稅，給窮人多派綜援金，
給老人多派生果金之餘，仍可以全民派錢，每人

派 7,000 元。錯的，選擇性派錢與全民派錢是很
難同時存在並令人滿意，真要選擇性派錢同時全
民派錢，則全民派錢的金額一定很少，如果全民
派錢所派的金額少，反對派又會群起攻擊，指金
額太少，視全民如乞丐。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已於上月底發表。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訂憲法增寫監察委員會
一節，確立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
位。這必將為加強國家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
導，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
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
覆蓋，奠定堅實憲法基礎。
中華民族已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偉大飛躍。國家好，香港更好。憲法不斷完
善，有利於保障「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成功落
實，進一步彰顯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香港必然
能在新時代的國家發展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
色。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應該認識到國家正
進入新的歷史時代，香港須充分了解修憲是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要求，亦是適應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意義
重大而深遠。社會各界須利用今次修改憲法的契
機，在香港形成「尊崇憲法、學習憲法、維護憲
法」的熱烈氛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朱鼎健 全國政協委員

了90年代，中國開始發展金融業，內地企業在香 的26%。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2017 年股票主板市場
港發行 H 股，其後內地企業在香港的金融市場集
資融資形式及交易規模上不斷壯大，2011 年香港 總值 337,180 億元，等於香港生產總值的 12.7
定位為我國境外人民幣業務中心。今天香港是中 倍，成交金額 215,601 億元。內地的 A 股及紅籌
國境外的國際金融中心。今天，香港的四大支柱 股不論在股票市場市值及交投額方面佔一半以
產業是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 上。更因內地企業來香港集資上市，使香港成為
援及專業服務。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一直 全球集資額最高的市場之一。金融業為香港提供
有效回應國際及中國的發展作出產業轉型。保持 本地生產總值的 17.7%，提供 6%的就業職位。
了穩定的經濟增長。（見表二）
如果沒有內地的企業來港集資交易，香港就不可
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以降，一直享受經濟繁榮 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發展，依靠的是有效地依託國際發展的有利環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中，已經受益於國家
境。今天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因應國際經濟及 的發展奇跡。現在香港又面對機遇和挑戰，在機
貿易環境變化，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及 遇方面，是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科技創新已成為經濟發展的 展戰略，有利條件是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香
引擎，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又面對新的機遇與 港段完工等基建環境的改善。
挑戰。
現在香港面對土地房屋供應不足、人口老化等
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一直與內地關係密切，尤 問題，又受政治化干擾，難以打破僵局，有些年
其是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香港作為 輕人不認識香港面對的嚴峻挑戰，不明白香港的
貿易航運中心，2017 年貿易總額達 82,329 億港 優勢及特點，甚至抗拒抵制與內地的融合，實在
元，等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3 倍。其中進口達 令人對他們的前途擔憂，香港不論是政府、民間
43,570 億港元，整體出口達 38,759 億元。其中與 都要猛醒啦！
內 地 貿 易 達 41,359 億 元 （ 佔
50.2%）；進口 20,301 億元（佔
(表二)
46.6%），出口 21,058 億元（佔
54.3%）。進出口貿易也帶動了
產 業
2000 2010 2016
商業，運輸倉庫，保險及專業服
0.1
0.1
0.1
務，以至酒店餐飲等。進出口貿 農業、漁業、採礦及採石
易為香港帶來三分之一以上的生 製造業
4.8
1.8
1.1
產總值。在就業方面直接提供約
電力、煤氣及供水
2.9
2.0
1.4
100 萬職位，佔 383 萬總就業人口

香港的經濟發展(表一)

有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以青少年文化交流促大灣區融合

劉佩瓊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上，總理李克強的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我們要
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大力發展經濟、持續改善民生、有序
推進民主、促進社會和諧。支持香港、澳門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交流合作。
我們堅信，香港、澳門一定能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這是中央對港澳最好的承諾，為
港澳發展指路引航。

障，民族復興必然會淪為空想。

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已被納入新一輪國家發
2 展戰略。總理李克強在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發表政府工作報告
時指出，中央政府將於今年內公佈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可
以預見，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產業匯聚和人才交流會不斷增強。
隨今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相繼通車，大灣區在
基建上的聯繫將更緊密，但若要大灣區全面發揮實力，仍需要灣區內
各地居民在個人層面上加深相互了解和更廣泛交往，因此大家應設法
尋求不同方法和渠道來促成其事，而粵港澳三地的青少年是相當重要
的一群。
但由於成長背景的不同，他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多機會和時間來了解
對方和融合，透過體育活動、藝術和潮流文化和交流等應是很好的橋
樑和紐帶。例如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裡，總理李克強提到港珠澳大橋
今年將全線貫通，這應該是再好不過的時間嘗試利用大橋來舉辦一場
港、珠、澳三地的馬拉松或單車比賽，讓來自三地的居民共同參與，
藉以增進友誼和聯繫感情。
體育運動和音樂文化等是青少年的共同語言，大灣區內的相關政府
部門應積極合作，舉辦各種定期性、常規化的大眾體育項目比賽，如
足球、籃球和乒乓球等。此外，粵港澳三地同屬嶺南文化體系，亦可
以嘗試開辦嶺南武術、舞龍舞獅、龍舟等青少年賽事，通過全方位的
體育賽事交流，將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內的凝聚力，培養青少年的民族
情感。
目前，不管是內地還是香港、澳門，科技創新的氛圍非常濃厚，三
地每年舉辦的各種類型的青少年創新大賽、機器人大賽，具代表性的
都有十幾個比賽。 大家不妨借鑒在深圳舉行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
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的模式，設置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成果
展覽會，可以簡稱「青創會」，讓粵港澳三地的青少年有一個專門的
常設活動，定期進行交流。
大灣區之間的「硬件」配套雖已準備就緒，但至為重要的是要「軟
件」的聯繫也要跟得上，更緊密和恒常化的體育和文化交流除了能夠
凝聚大灣區青少年，亦能夠讓他們親身體驗國家的繁榮和發展，有助
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 

修憲切合新形勢新實踐
張桂蘭 張學良基金會會長
外界關注修憲中關於國家正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問
題，當中，一些長期唱衰中國，不斷預言中共倒台
的海外反對勢力，大肆攻擊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度
改革，其語言的惡毒，氣焰的囂張，猶如掀動了一
股反華反共的新的逆流。這讓我們看清了這種現象
的本質。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國家制度和首腦任期制度是普
世通用的。縱觀世界領袖中，不少都是連任好幾屆的。德國總理默克
爾最近才開始第四個任期；俄國總統普京已連任三屆，目前正尋求四
度連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三次連任。美國的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
在即將完成第二個總統任期的 1796 年，國會議員和國民都極力推薦
他連任第三屆總統，當時的美國領導人任期也沒有法定限制。只是華
盛頓當時謝絕了大家的好意，決意辭官歸故里。
我認為，對一國而言，領導人任期制度的設計取決於幾個要
素：一、國民的民意基礎；二、國家健康發展的大局穩定性和持
續性；三、領導人的才幹和政績；四、接班人的長期考驗和成熟
度；五、國家領導人選舉體制的完善等。中國目前的領導核心相
對穩定和持續，對未來一個時期內要實現一些重大戰略目標，十
分重要。而且習主席自 2013 年以來領導中國發展取得的突破性
成就有目共睹，贏得了中國人民和國際人士的普遍讚揚和認可，
在強大的民意驅動下，修改領導人任期，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新實踐，符合中華民族發展的根本利
益。
在中國歷史上，隨辛亥革命成功，封建王朝的世襲制崩塌，孫中
山沒有徹底解決好國家領導體制，造成利益集團林立，政權頻繁更
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西方支持的蔣介石國民政府，代表了大地
主大資本家利益，即使有國大選舉機制，也解決不了蔣家王朝的獨裁
專制問題，治國無能，民心盡失。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主席為核
心的領導人體制相對穩定，成功地抵禦了外國對中國顛覆和侵犯的威
脅，挫敗了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1978 年三中全會召開後，鄧小
平的威望和領導機制更加穩固，中國成功地實施劃時代的改革開放。
本次修憲將會更好地保持中央領導核心的穩定性，有利於中國夢早日
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