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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主持召開中聯辦領導班子
會議，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
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王志民強調，習近平講話是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

展馬克思主義的宣言書，是在新時代繼續推
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行動綱領，是一篇閃
耀着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芒的光輝文獻。中央
駐港機構要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緊密
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周圍，牢固樹
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毫不
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決
貫徹落實「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
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
港建設好」的重大政治責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國家近年來

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都證明了在以習近平為
核心的中央領導下，國家發展穩步向前。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於
「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更是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科學指南，帶
領香港開創新局面。因此，香港各界應學
習、了解、尊重國家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發展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以
自信的心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走符合國情之路成果豐碩
過去5年，在國際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和國內

經濟發展面臨挑戰的情況下，國家迎難而
上、不斷進取，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果，國內
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加到82.7萬億元，年
均增長7.1%。與此同時，經濟結構不斷成功
轉型，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由54.9%上升到
58.8%，服務業比重從45.3%提高到51.6%。
這有賴於中央有效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增強
發展活力，確保中國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

的重要引擎。
在國家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果的同時，香港

的建設也持續推進。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
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下，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了新進展。習近平對於香港「一國
兩制」事業作出明確指引，包括嚴格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增強港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對香港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王志民重申，

要充分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配合中央有關部門，繼續研究和
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回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讓港人享受到確實紅利和把握機遇；支持香
港增強創新意識，弘揚絲路精神，實現香
港、內地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共贏、共同發
展。這些都是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融入
國家發展、分享內地發展機遇的切實舉動，共
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美對華政策陰晴多變的背後
中美兩個大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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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對華罕見示好；進
入新的一年以來，態度突變，對華罕見強硬，甚至發
難。在經貿領域，特朗普一度嚴禁中興公司等中企在
美開展業務，提出要對超過1,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懲罰性關稅。在戰略安全領域，在南海和台灣問題
上，本屆美國政府頻踩中國戰略紅線，前所未有地嚴
重挑戰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將中美關係引
向對抗邊緣。
美國政府對華態度急變、逆變的深層次原因，是在

國際戰略格局深度演變背景下，以單邊主義和排外主
義，以及對華強硬為特點的共和黨右翼保守派和社會
民粹主義得勢。他們認為中美實力消長已接近「臨界
點」，頻添戰略焦慮；美亟須出手加重對華遏制，以
挽回自身頹勢。

美對華戰略焦慮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深恐中國國力加速趕超，行將取代美國「百年

老大」的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確實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增

長，年均增速是同期美國的3倍多，不斷縮小同美國的
差距。1992年，中國GDP不到美國的7%，到2017年
已佔到美國的67%。儘管中國的總體國力同美國仍有
很大差距，但他們從「零和博弈」出發，認為中國對
美國「單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威脅「迫在眉睫」，激
增危機感和對華疑忌。
二是深恐中國社會發展模式愈顯優勢，將終結已主
導世界幾個世紀的西方模式。

中國堅持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跨越式
發展，用幾十年時間實現西方用上百年時間才能達到
的目標。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成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
遍肯定和讚許。不少國家尤其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
參考和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與理念。
而西方經濟長期不景氣，近年更連續爆發金融危機

和債務危機，反映了西方的政經模式陷入困境，明顯
走下坡路。他們擔心中國的政經模式和中華文明可能
超越其賴以安身立命的西方體制模式和西方文明，更
感焦急憂慮。
正是在這一情勢下，特朗普在2017年夏訪歐時提

出「保衛西方文明」、「保衛西方價值觀」的口
號。這種擔心其實是「杞人憂天」。現在西方模式
雖影響力下降，仍是世界的主導模式。中國模式影
響力雖有所上升，但沒有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主導模
式。從趨勢看，未來世界的社會發展模式與文明不
會是「中國化」，也不會是「西方化」，而將呈多
元化和多樣化。
三是深恐中國取代美國主導國際秩序。
現在中美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確呈此消彼長態勢，

這是由兩國實行不同的外交政策造成的。特朗普指責
中國是「修正主義」，認為中國要改變既定的國際秩
序。這純屬主觀臆斷，有違事實。中國一貫恪守國際
法理，是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忠實遵從者和
堅定維護者，沒有能力也無意願主導國際秩序，更不
會「另起爐灶」另搞一套。

特朗普對華態度「陰見微晴」
特朗普對華政策急變、逆變並不出人意料。特朗普

本身就是帶有濃重民粹主義色彩的右翼保守派人士。
他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本質上是「唯
美獨大」和「唯美獨霸」，因而比其前任更加露骨地
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他站在共和黨
右翼保守派和社會民粹派一邊，把日益崛起的中國視
為主要戰略對手，加以重點防範與強化遏制，是由其
本質決定的。
最近，美對華政策又有所變化，這次則是朝着正面

方向回擺。特朗普表示要解禁中興公司在美的商業活
動，並在中美經濟團隊第二次貿易談判中，可能修改
前次談判時提出的過高與苛刻要求，使之可能取得積
極成果，從而可能避免貿易戰。
特朗普對華態度之所以「陰見微晴」，主要有兩大因

素。其一，特朗普是一個商人，特別重利。去年他對華
示好與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實現「外交突圍」，提升
了在國內的支持率。這次面臨中期選舉，是對他總統生
涯的嚴峻考驗。他想以對華「先壓後拉」的策略，贏
得更多更大利益以抬高聲望，助共和黨贏得選舉。
其二，中國妥善應對，效果良好。中國堅持原則，

抵制壓力，拒絕高要價，堅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使
無理施壓者佔不到便宜。同時，中國注意照顧美方的
訴求與關切，特別是中國採取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
重大措施，更有利於吸引外資和擴大進口，有利於推
動特朗普政策轉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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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科研合作大有可為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習
近平指示，要促

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他強調，
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
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
貢獻，是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
題中應有之義。習主席作此指示時，
我正在內地邊遠地區的內蒙古通遼地
區採訪，親眼所見，通遼市政府在產
業發展、改善民生、精準扶貧等方面
都需要科技扶持。有政策、資源、產
業優勢的通遼，如果有香港協助，有
科技作後盾，處邊遠地區的通遼發展
將如虎添翼。
第一次去內蒙古通遼，看草原經

濟，了解扶貧狀況，被通遼人傑地
靈、勤勞樸實所折服。通遼市位於內
蒙古東南部，松遼平原西部邊緣，科
爾沁草原和「黃金帶」西遼河沖積平
原。蒙古族人口143.9萬人，佔總人
口的46%，是全國蒙古族人口數量最
多的地級市。當地政府正落實習主席
兩會期間參加內蒙古代表團討論時對
內蒙提出「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
展，扎實推進脫貧攻堅，扎實推進民
族團結和邊疆穩固」的指示，「三個
扎實」為內蒙古確定了脫貧攻堅、轉
型發展、民族團結的大戰略，如果可
以加上香港的科技元素，相信有助當
地加快改善環境，發展經濟。

香港科研支持內地脫貧
通遼和香港有歷史淵源，著名的科

爾沁牛就是內地供港黃牛的最大來源
地。土地肥沃的通遼，盛產玉米、雜
糧。氣候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素有

「內蒙古糧倉」之稱，是國家重要的
商品糧基地。通遼有920萬畝土地種
植玉米，幾乎佔據了糧食生產80％以
上的面積，近幾年，平均銷售量在40
億斤以上。玉米更出口到日本、韓
國、俄羅斯、東南亞、中東等國家和
地區，在國際市場具有良好的聲譽和
競爭力。遺憾的是，通遼本地缺乏研
究力量，沒有深加工能力，目前賺取
的只是種植的低廉收入。如果香港的
科研力量介入，協助通遼研發，不僅
種植，也可以有第二及第三產業的收
入，對邊遠地區發展，走出貧困是極
大的支持。
同樣沒有想到的是，通遼還是紅辣
椒（當地稱紅乾椒）的重要產植基
地，僅開魯一縣，種植面積突破50萬
畝，分佈在全縣100多個嘎查村，乾
鮮椒總產值達到15.19億元。紅辣椒
的食用及醫用價值很高，但目前，開
魯僅能生產辣醬，最多也就是防狼
器、口紅之類的低端產品，附加值高
的醫用品缺乏科研人員關心，使得通
遼人民守着金飯碗賺不到大錢。
據記載，辣椒含有一種特殊物質，
能加速新陳代謝，促進荷爾蒙分泌，
保護皮膚；辣椒富含維生素C，可以
控制心臟病及冠狀動脈硬化，降低膽
固醇；含有較多抗氧化物質，可預防
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可以使呼吸道
暢通，用以治療咳嗽、感冒。辣椒對
心血管疾病，對血糖高、對高血壓症
都有預防和減緩作用。如果香港的科
學家能有興趣協助研發紅辣椒的健康
食品或者提煉製藥，讓原料產地也能
享受後道加工高附加值的利潤，那會
大大提高祖國邊遠地區的收益，也發
揮了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貢獻。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和區議員同樣須擁護憲制

香港是個法治社
會，有清晰和完整的
法治架構，而國家憲
法與基本法是香港法
治的基石，任何人皆
應遵守維護，而建制
架構內的人士，享有

公共權力和薪酬，更應肩負起維護憲
制的責任。否則的話，建制中人、公
職人士踐踏憲制秩序和架構，豈非
「食碗面反碗底」？不符合政治倫
理。如果有人不認同國家憲法與基本
法，怎能厚着面皮，千方百計擠入建
制架構呢？
事實上，不擁護國家憲法與基本法

的人，不應進入建制架構，這不僅是
政治倫理上的要求，更是一個正當的
法律要求。基本法第104條明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
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
就職宣誓後，更會受到《宣誓及聲明

條例》的約束。
此外，在《區議會條例》中，亦要

求獲提名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須簽
署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可見，香港
法律對於進入建制架構內的人須擁護
基本法，有清晰和嚴格的規定，立法
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皆不能例外，沒
有半點含糊。
故此，近日忽然出現區議員是否須擁

護基本法的爭議，我認為這是無風起
浪，完全不必要。條例一早已清晰地寫
在法律中，區議員作為建制架構的一分
子，必須擁護基本法，這是清晰和既定
的遊戲規則，有什麼可爭論的空間
呢？反過來說，難道區議員能夠肆意
踐踏基本法嗎？一聽便知道不合理。
香港作為法治之都，任何人都要受

到法律的約束，政治活動更須依法辦
事，以彰顯法治。反對派對選舉主任
的「DQ」決定不同意，大可循法律
途徑，嘗試推翻選舉主任的決定。如
有人認為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須擁護
基本法的要求違憲，大可以申請司法
覆核。

陳建業 新社聯副理事長

港人應自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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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港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18個造地選
項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不少建議引起
社會爭論，與覓地發展的目標南轅北轍。既
然社會就覓地發展的選項未有共識，何不廣
闊思維，好好運用市區重建局的角色，協助
公務員合作社重建，以增加市區住屋供應。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單位，乃港府50年代成
立的房屋福利計劃。當年政府以特惠價格批
出土地，讓合資格的公務員以合作社形式建
屋，並獲得政府貸款支付地價及建築費。至
計劃終止，238個合作社已建成逾5,000伙主
要集中於市區的單位。只是這些單位目前樓
齡已達數十年，如當年的公務員有意重建物
業，得先需要取得整個合作社七成半成員同

意，同時向政府補回地價，才可解散合作社
令物業分契自由轉售供發展商收購重建。
大家必須理解，要一位80多歲的老人處理重

建物業的各種法律程序已非常困難，他們更沒
能力應付動輒數千萬元補地價及重建費用。無
可奈何下，這批市區舊樓遲遲未能重建。筆者
深感既然港府覓地發展上已要考慮到遊樂場土
地、維港以外填海等，市建局何不多做一點，
主動收回公務員合作社樓宇的業權，再重建
成「市區上車盤」供夾心階層安居樂業呢？
以大眾利益為出發點而言，公務員樓大部分

位於市區，雖未算得上處於「黃金地段」，但
所在位置各種社區配套絕對較新界北區的各塊
棕地更佳。以土瓜灣、何文田、紅磡等地的

公務員合作社為例，這些樓宇既已有一定樓
齡，亦未能充分利用地積比率，着實浪費珍
貴的土地資源。假如以上地區的公務員樓能
作出重建，配合港鐵沙中線的發展，定能提
供更切合用家需要的房屋需求。
市區重建局這個具官方背景的機構採取自

負盈虧的方式營運，去年財政年度錄31.4億
元盈餘，資產淨值為326億元，表現豈止「收
支平衡」，更予人唯利是圖的觀感。誠然市
建局在本身的限制下，要「做好盤數」實乃
必要。但假如港府能在巨額盈餘的情況下多
協助局方減輕其財政壓力，在行政上略為放
寬其權限勇於開展工作，對推行市區重建也
有一定幫助。

市建局宜積極協助公務員合作社重建
陳昇堯 香港群策匯思成員

長期以來，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一直要
求政府盡快延長產假及增加託兒服務，以減
輕產婦和在職媽媽的壓力，並讓更多婦女可
以投入勞動市場。
現時，香港在職媽媽產假一般享有「前4後
6」共10周法定產假，如為照顧初生嬰兒欲申
領無薪假又擔心會被解僱，亦有些媽媽是用
母乳餵哺，母乳餵哺目標為首6個月，因此延
長產假有利她們餵哺母乳。
事實上，產假原意是保護婦女生育權益及
產後恢復體能，同時保證母乳餵哺及照護嬰
幼兒的時間，有利母嬰健康。
根據社署資料顯示，現時政府資助的獨立
幼兒中心及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
為3歲以下幼兒共提供約6,809個資助幼兒照
顧服務名額。其中，為6歲以下幼兒提供434
個「暫託幼兒服務」、2,254個「延長時間服

務」及275個互助幼兒中心的服務名額，以支
援因突發事件或工作時間較長而未能照顧幼
兒的家長。
至於為9歲以下兒童提供的「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即社區保姆服務)，全港服務名額
增至不少於954個，但亦只是杯水車薪，顯示
本港託兒服務嚴重不足，難以滿足社會實際
需求。
另一方面，按教育局資料，2017/18年小學
學生人數為362,049(臨時數字)，但目前託兒服
務並未包括6-12歲的學童，而現時參與社署
「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營
辦的課餘託管中心有156間，提供約5,600個
課餘託管服務名額，幫助低收入家庭的父母
外出工作。
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父母被迫「獨留兒
童在家」，或讓學童留校進行功課輔導等活

動來代替課餘託管，問題治標不治本。
從種種數字來看，政府要大幅增加託兒中

心的數目、名額，才可以讓婦女安心工作，
讓更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進一步提高。

增加託兒服務助婦女安心工作
顏汶羽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

■在職家長對託兒服務需求十分殷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