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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首次會議日前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提出大灣區戰略定位之
一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同時積極研究實施
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到內地創業就業等措
施。今年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是國家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的重
要體現，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

展、加快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香港及海外華僑
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進入新時代，面對新機遇，
更應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負國家期望，
為改革開放再立新功。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
推進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
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眾所周知，粵
港澳本來就是改革開放的重鎮，港澳扮演了助推改革開放的窗
口角色，也成就了廣東改革開放排頭兵的歷史定位。

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
經過40年的發展，國家發展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但
內外制約因素持續浮現，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需要啃「硬
骨頭」，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撓，實現改革的普惠發展；國外
的圍堵箝制日益緊逼，中國承受的壓力日益沉重。在此背
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再次擔負起推動改革開放、爭取發展新
突破的重要使命。正如韓正副總理所指，要從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深化認識，中央決定建設大灣區的根
本目的是要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
作，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
支撐和引領作用。
大灣區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再發揮引領者角色，也要有新要
求、新定位，既要推動高質量發展，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同時要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成為在「一國」之下、「兩
制」協調發展的示範，體現習近平主席「兩個建設好」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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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領導小組會議上，確認粵港澳三地加強合作，打造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國科學院兩個院屬研究機構將會落
戶香港科學園，包括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北京自動化
研究所。會議上還提出研究3項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措
施，包括減低港人手機通信漫遊費用、簡化港人在大灣區銀行
開戶手續、容許香港的電子錢包在大灣區使用。這些決策、措
施都是發揮香港優勢、配合國家所需，解決港人關心的問題，
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港澳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發
展拓展新空間、新機遇，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改革開放40年來，廣大華僑華人積極投身經濟建設。改革

開放之初，內地經濟急需資金，廣大僑商率先在華投資，並積
極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僑商投資佔中
國引進外資的60%以上，僑商投資企業佔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
70%。僑資企業不僅為中國引進了資金，還帶來了先進技術和
管理經驗，為中國構建現代化工業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香港
是全球海外華人的網絡中心，為海外華僑投資內地和建設家鄉
搭建了資金、技術、人才和資訊的平台，其他地方無法替代。
中國進入了新時代，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新階段。香港華僑華

人，不僅是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獨特機遇和重要資源，也是
未來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的強大動力和重要優勢。中央和特區政
府應深入研究如何讓香港發揮好這個獨特優勢，香港的華僑華
人也應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和國家改革開放，將愛國之情、報
國之志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事業之中，也
讓東方明珠再次綻放異彩。

FCC事件反映外國勢力走上前台「撐獨」須堅決反制
FCC 事件的嚴重性

在於，這是外國勢力走

上前台，公然為「港

獨」勢力撐腰的第一

步。如果任其發展，香

港豈不被外國勢力變成

分裂中國的基地？這是

絕對不能容許的。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明

確指出，FCC 為陳浩

天宣揚「港獨」搭台唱

戲，還安排網絡直播，

是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

家的違法行為。這個定

性點出了 FCC事件的

實質、要害和嚴重危害

性，值得高度重視。

對於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到午餐會發表演講，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張曉明指出，FCC協助「港獨」
分子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行為是違法
的，「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對『港
獨』組織及其活動依法懲治，也包括對

協助『港獨』的活動依法加以規管。」他並指出：「我
看到最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有些人對『香港民族
黨』、對陳浩天的言行和FCC邀請陳浩天到該會演講
的評論，有意地混淆視聽，有意地避開了他們的有關言
行和舉動是不是違法的實質問題。」

不可轉移FCC事件焦點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講話一針見血。FCC事件的本

質與是非對錯，根本十分清晰。「港獨」不但違反基本
法，更違反國家憲法。「香港民族黨」是一個非法鼓吹
煽動「港獨」的組織，正受保安局引用《社團條例》擬
禁止運作，陳浩天本身也是「戴罪之身」。任何煽動
「港獨」言行，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
罪」。FCC邀請一個違法「港獨」分子在其會址發表
「煽獨」言論，當然屬於非法行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
會，任何事情都必須依法辦事，FCC為「港獨」分子

提供宣傳平台，本質上是對香港法治和中國國家主權的
挑戰。
然而，FCC以及一些反對派人士，一直以所謂言論

自由為名，將「播獨」行為合理化，更將所有批評聲音
指責為打遏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並非沒有底線，香港市
民有各種言論自由，但沒有煽動「港獨」的自由。FCC
以及一些反對派人士故意將言論自由無限擴大，甚至以
此包庇「港獨」，這不但是對言論自由的扭曲，更是包
藏禍心，故意為「港獨」撐腰。
正如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所說，在香港，任何違反基本

法的行為都屬違法，而且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法
律，違反基本法在性質上更要比違反一般性的民商事等
法律嚴重得多。FCC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以及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
之下，仍然堅持邀請陳浩天宣揚「港獨」？

「港獨」分子由街頭走上國際平台
FCC在全世界多個國家或地區都設有分會。過去都

沒有聽過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外國記者會，公然挑戰
當地的法律及主權，甚或公然邀請鼓吹分裂的人作為其
演講嘉賓。就如FCC在美國，決不會邀請鼓吹「分裂
聯邦」的人士演講；在歐洲也不會邀請恐怖分子或鼓吹
獨立分子作座上客。

然而，香港的FCC卻屢次挑戰國家主權和香港的法
律底線，過去曾邀請鼓吹「非法佔中」、違法衝擊的人
士作演講嘉賓，這次更將非法「港獨」分子視作上賓，
為其提供一個向香港社會及國際傳媒散播「港獨論述」
的機會。FCC的行為等於讓「港獨」分子由街頭走上
國際平台，由叫喊幾句口號到作出所謂「港獨論述」，
這是一個危險的分水嶺，不但反映「港獨」勢力愈益囂
張，更暴露外國勢力正由幕後走向前台。
FCC作為外國記者組織，公然漠視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及特區政府的嚴正要求，在執法部門準備取締
「香港民族黨」之時，竟給予其宣傳的機會，反映的是
外國勢力正在走上前台「撐獨」，挑戰中國的國家主
權，性質極為嚴重。

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香港搞分裂
面對外國勢力公然介入香港的「港獨」行動，特區政

府必須堅決反制。FCC公然支持非法「港獨」，理當
予以懲治，以顯示特區政府「遏獨」的決心，以向外界
傳達明確信息：香港絕不容許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
名為「港獨」撐腰，更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分裂中
國。這一事件也反映香港法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不
足，香港有必要重啟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這也是
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的責任和今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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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須對「港獨」劃紅線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保安局考慮引用《社團條
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 ， 香 港 外 國 記 者 會
（FCC ）卻邀請「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發表演講。
言論自由不能凌駕國家安全是
清晰的原則問題，外國記者會

在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公然與特區政府和
香港主流民意唱反調，情理不容。在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上，特區政府必須立場
堅定，果斷行動，清楚表明維護國家安全的
立場和決心。
言論自由有其限制，這是人所共知的道

理，並沒有含混不清的地方，無須反覆討
論。至於「港獨」問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明白，基本法第一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提倡
「香港獨立」涉及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堅決反對任何「港
獨」的言行，這是毫無疑問的。
觀乎「香港民族黨」及陳浩天的一言一

行，可以清楚看到該黨一直鼓吹、煽動「港
獨」，包括向學生宣揚「港獨」主張、在台
北出席有「台獨」代表參與的會議，公然招
攬會員等等，足以證明「香港民族黨」搞
「港獨」並非「得個講字」。
國家安全的紅線觸碰不得，任何「港獨」
言行都絕不容許，也沒有半點迴轉的空間。
「民族黨」由成立第一日起便講明要推動
「港獨」，不承認基本法，而且有一系列的
行動，故此，引用《社團條例》，社團事務

主任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
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可以建議保安局局長
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
作。政府擬禁止「民族黨」運作有理有據。
在不少愛國愛港人士，包括筆者在內均認
為，政府現在才執法，似乎反應緩慢、後知
後覺，但遲到總比缺席好。
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發表演講，除

了給予他再一次公開鼓吹「港獨」的機會，
更是公然與特區政府的執法行為唱反調。香
港外國記者會理應尊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
的立場，但其如今的舉動予人印象是，企圖
藉國際勢力向特區政府施壓。筆者絕對支持
及尊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同政見者發
表意見受到基本法保護，但是涉及國家安
全、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大是大非的問
題，則沒有任何討論的空間。
即使是曾經請陳浩天上節目的香港電台，

也公開表示不會直播陳浩天演講，以免造成
播「獨」的效果。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領
土完整是放諸四海皆視為不容挑戰的禁區，
香港外國記者會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之
名，邀請陳浩天播「獨」，是極為不妥及不
智的行為。
保安局同意陳浩天的要求延長其申述期，

但陳浩天鼓吹「港獨」作風依舊，根本無視
法律，反而利用寬限期作垂死掙扎，可謂死
性不改。「民族黨」的申訴限期在9月4日屆
滿，不管陳浩天之後會否上訴或採取任何行
動，特區政府必須好好把握機會，清晰劃下
紅線，表明「港獨」在香港不會有任何生存
空間，展現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決心。

藍鴻震 博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屈機」抽水為補選 何秀蘭冷血涼薄

年輕歌手離世，社會各界深表惋惜，馮檢
基亦有前往悼念致意，這本屬人之常情。然
而，工黨何秀蘭竟對此反應激烈，翻出二十
多年前的舊賬，指馮檢基過往曾反對「反歧
視條例草案」，「令性小眾及其家人仍在痛
苦深淵」，現在他竟去悼念該歌手，令她
「無法不憤怒」，更直指馮檢基是為了政治
抽水云云。
何秀蘭的指控莫名其妙，出席一個離世歌

手喪禮，請問有何政治油水可抽？馮檢基已
經指出席喪禮是因為以往與該歌手曾有接
觸，只為表達追思，何秀蘭卻要大做文章，
指責馮檢基抽水，其實利用喪事抽水的正正
是何秀蘭之流。政見立場，當然可以討論，
但豈能因為政見而泯滅人性，將表達心意的
舉動都動輒套上政治考量，甚至當作潑人的
污水，何秀蘭的指控完全是小人之心，為了
政治目的借題發揮，盡顯其人的冷血涼薄。
對於何秀蘭的人品操守，在反對派內早已

「有口皆批」，在政壇上政見可以不同，但
人格亦有高低，一些反對派人士儘管改不了
為反而反的思維，但人品總算正當，但一些
反對派政客表面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但所
作所為卻是卑劣不堪，唯利是圖，就如何秀
蘭最喜歡在各政黨間搬弄是非，立場投機取
巧，早已為不少反對派人士不齒，當年公民
黨甚至拒絕其入黨。現在得到工黨收留，不
過因為與李卓人臭味相投而已。而李卓人名
為「工會人士」實為「工會貴族」，一家親
戚都是仰食於職工盟，完全是一副特權階級
的樣子，根本沒有半分「工會人士」的氣
味。這些人不要說令市民不齒，就是不少反
對派人士也是對之嗤之以鼻。上屆何秀蘭落
選反對派幾乎無人同情，原因正在於此。
當然，何秀蘭這次突然向馮檢基「開

火」，亦非無因，當中正是為了補選之故，

要向工黨邀功博表現。工黨上屆立法會兵敗
如山倒，只剩下張超雄一個議員，但下屆連
「難民之父」都不再參選，一班第二梯隊又
庸庸碌碌，工黨隨時有覆亡之虞。因此，工
黨對於這場九龍西補選不容有失，劉小麗已
經「極速」入黨，但在工黨中人心裡，當然
是希望李卓人參選更好，始終劉小麗只是
「外姓人」。
但不論誰人出選，都需要集中反對派票

源，因此對於仍有意一戰的馮檢基自然深
惡痛絕。早前馮檢基出書爆反對派「黑
幕」，鄭宇碩突然「丁蟹上身」，在網台
上大駡馮檢基，上綱上線人格謀殺，令外界
側目，這也反映反對派的氣急敗壞，令一班
反對派打手不惜用各種恐嚇手段逼馮檢基不
能參選。
然而，反對派高舉所謂民主旗號，請問有

什麼理由和資格不讓他人參選？指誰參選誰
就是反對派叛徒，請問道理何在？鄭宇碩又
有何資格定義民主？劉小麗和李卓人如果有
信心，應該相信選民的選擇，公平公正下各
自拉票，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怎會如現在
般要不就是威嚇抹黑，要不就是人身攻擊，
要不就如何秀蘭般潑婦駡街，這就是他們的
民主精神嗎？
何秀蘭的失態正正反映工黨的焦慮，李卓
人當然知道劉小麗很大機會被DQ，但真的讓
他參選又有多大勝算呢？鄭宇碩指馮檢基年
紀大早應退休，但其實李卓人也好不了多
少，再加上是敗軍之將，其背景立場也難以
爭取「自決派」「本土派」票源，李卓人也
非穩勝。於是對於潛在對手馮檢基自然要除
之而後快，抹黑他是叛徒、攻擊其政治抽
水、想方設法對他進行人格抹黑，為的不過
是初選而已。在議席利益面前，同情心憐憫
心和人性，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發揮優勢建設大灣區引領改革開放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當今之世，美中俄「一超兩強」鼎立，構成世界上最重要的
「大三角」關係。向來這三邊關係各邊雖有等差，總體上處於
相對穩定狀態。美對華經濟關係遠重於俄，而在地緣戰略領域，
美把中俄視為主要競爭對手而嚴加遏制和打壓。鑒於美是中俄國
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這促使中俄戰略上走近，強化
與深化戰略合作。雖然中俄不結盟，但客觀上形成了兩強合力
牽制獨超的態勢，這有利於促進三角戰略力量趨於均衡。

特朗普從「親俄」走向「親俄遏中」
特朗普當政後，美中俄關係生變。特朗普從「親俄」走向

「親俄遏中」，試圖打破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7月中旬，美
俄兩國元首第一次正式會晤，進行「一對一」密談，特朗普稱
此會「取得突破」、「揭開了美俄關係新的一頁」。雙方安全
與外交團隊在「特普會」後即醞釀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協議，
特朗普與普京還發出了互訪邀請。
日前特朗普政府迫於國內政治壓力，擔心「通俄門」發酵，

重提英國「毒氣門」事件，對俄實行新一輪嚴厲制裁，但同時
他又致函普京，重申同俄交好。美國務卿蓬佩奧也致電俄外長
拉夫羅夫，表示美願與俄改善關係。這實際上是特朗普向普京
解釋，他是被迫無奈才對俄進行新制裁，而內心是對俄親善
的，請求普京諒解。
特朗普對中國卻是另一副面孔。在上台第一年，特朗普佯裝
對華友好，從中國獲取了巨額經濟實利，但「人心不足蛇吞
象」，為了獵取更大更多利益，第二年即大變臉，改用強硬手
段對中國進行訛詐。經濟上，惡性升級對華貿易戰；安全戰略
上，公然挑戰「一中原則」，從立法到行動提升美台關係，頻
踏中國底線，不惜動搖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在文教領域，他
竟然指責中國留美學生「幾乎都是間諜」。這些動作，使中美
關係出現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緊張。
特朗普親俄主要出於個人感恩情結和應對「通俄門」的需

要。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對特朗普贏得大選起了不可或缺的
關鍵作用，這是美國政壇和媒體的共識。特朗普對此心知肚
明，知恩圖報。尤其是特朗普在「通俄門」上亟需俄配合，希
望俄態度同他始終保持一致，否則他難以過關。這可能是特朗
普「親俄」的深層原因。

特朗普「親俄」除為了應對「通俄門」外，還欲在大三角關
係中集中精力對付中國，企圖拉俄遏中。更有甚者，在「特普
會」中，特朗普提出所謂的「中國問題」，表露其「聯俄制
中」之心，撕下他對中國「友好」的假面紗，暴露其敵視中國
和不擇手段打壓中國的真實意圖。

中俄關係處歷史最好時期
特朗普在美中俄關係中「玩花招」，其如意算盤是根本改變中

美俄關係格局，將中俄以戰略靠攏牽制美國，變為美俄合力制衡
中國，以倍增遏華效應。如不能達此目的，就退而求其次，爭
取俄在大三角關係中保持中立，以便美專注制華，增強對華的
戰略壓力。但這只是特朗普的一廂情願，注定不能得逞。
其一、特朗普要改善美俄關係，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其親

俄政策被美國統治集團無情否決。就在特朗普宣稱「特普會」
取得「偉大」成績之際，美國政府就假借名義宣佈對俄實行新
制裁，使處於歷史低谷的美俄關係雪上加霜，一下子就把「特
普會」取得的「偉大成就」歸於零以至負數。特朗普對改善美
俄關係無能為力，又談何「聯俄制華」？
其二、普京雖與特朗普私交甚好，但並不能緩解俄美根本矛

盾。美在戰略上對俄步步進逼，對俄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形成
致命威脅，俄退無可退，只能堅決反制。美俄的戰略矛盾不可
調和，在戰略上處於對立爭鬥，不可能形成合力對付中國。
其三、中國一貫對俄真誠友好，尊重俄的核心利益和大國地

位，中俄之間沒有根本矛盾與利害衝突。雙方通過簽訂睦鄰友好
合作條約，更成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好鄰居、好夥伴、好朋
友。普京把俄中稱為「天然的好朋友好夥伴」。現在，中俄業
已建立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空前強化與深化，相互關係處
於歷史最好時期。中俄堅持不結盟而進行密切協作的戰略關
係，是兩國根本利益所在，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離間和動搖的。
中美關係由於特朗普非理性的對華政策而趨於惡化，雙方都

受損。然而，中美共同利益與合作需要，大於矛盾與紛爭，這
一大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維護兩國關係穩定發展，依然符合兩
國利益，這仍將是美國兩黨的基本共識。相信不久以後，在雙
方共同努力下，能克服暫時困難，將中美關係納回穩定發展的
正軌。

特朗普欲「聯俄制華」一廂情願難得逞
尹承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前中國駐美國使館參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