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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過
去40年，中國GDP實現了從
3,600億向82萬億的飛躍，難
以置信地增長了200多倍，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作
為香港青年的一分子，應該為
香港在這個偉大進程當中實現

的重要作用而自豪。但我們也不應自滿，而要清
晰認識到，我們要繼續將香港建設得更加美好，
就應該緊緊跟隨中央領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近日，筆者有幸參與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接見
的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團，汪洋指
出，香港與內地逐步融合的過程，其實就是改
革開放的過程。汪洋同時也強調，「改革開放
的道路，其實就是中國探索符合自己國情道路
的過程。」「國家好，香港會更好」。我深深
體會到，我們應該對香港的未來充滿自信，也
應該對國家更加信賴。在感恩國家對我們栽培
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擔任為國家傳遞正能量的
角色，推己及人，「用生命影響生命」。

首先，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港資對內
地的支持遠遠大於任何其他地區，香港對內地
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同改革開放政策緊緊相
連。深圳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最先迎來的
都是懷有愛國熱忱的港資，率先開工廠、建辦
公大樓、推進進出口貿易等等。正是通過香港
這個對外窗口，在這片沉睡的大地上，社會主
義也開始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逐漸興旺起
來，才有了內地沿海加工製造業、高新製造業
的崛起。如今，香港承擔了更多金融中心以及
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基地的作用，超級聯繫人的
角色依然重要。香港應該感到自信。
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不能忽視，香港經濟成

功，無論過去和將來都和內地因素密不可分。
從改革開放初期，港商北上利用廉價土地和勞動
力，做轉口貿易發展市場；乃至改革開放之前，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輸入
香港，這些都是香港高速發展的動力。
如今香港有人宣揚「港獨」的極端思想，從經
濟上、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習主席強調，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的最大國情、最本質特徵。
正是因為有黨的領導，內地和香港互惠互利，將
粵港澳大灣區、港珠澳大橋、香港高鐵等放入十
分重要的國家戰略位置，帶領香港繼續繁榮。
如汪洋所指出的，香港經濟增長率年均3.3%，
失業率在3%以下，外匯儲備超過一萬億美元，
在經歷兩次亞洲金融危機仍有這樣成績，應該
說這也是國家發展提供的大量機遇。
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對國家充分信

賴，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正因為國家推
行「一國兩制」政策，香港才能保持今天獨特
的地位。隨着中國步入建設「兩個100年」奮
鬥目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
新時代，我們香港人民應該懷着自信，以及懷
着對國家的信賴，聆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
重要教誨，我們年輕一代也應該繼續帶頭宣傳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引導香港青少年不斷
增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再創新
的輝煌。

不忘改革開放初心 共擔責任共享榮光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觀「大潮起

珠江——廣東改革開放 40 周年展

覽」時強調，我們要不忘改革開放

初心。這句重要的指示，將「不忘初

心」與「改革開放」結合，讓我們反

思，改革開放為什麼出發，清醒知道

該朝什麼方向前進。今天，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成為國家下一步改革開放

的重頭戲，香港需繼續堅定遵循和發

揚堅守「一國 」 之 本 、 善 用 「 兩

制」之利，找準「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的結合點，共擔改革責任、

共享開放榮光。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國
家主席習近平到廣東考察行經
四座城市，親臨珠海出席港珠
澳大橋開通儀式並宣佈大橋正
式開通，巡覽大橋和詳細了解
大橋建設情況，看望慰問參與
大橋設計、建設和管理等方面

的代表，不僅顯示了中央對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的高度重視和關心關懷，更重要的是為繼
續深化改革開放作出重要的指示。在新的歷史起
點上，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
不止步；中國將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
標上推進改革開放；中國一定會有讓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改革開放創「一國兩制」實踐先河
回顧改革開放的風雨歷程，中國所取得的發

展成就有目共睹。GDP 年均增長9.5%，對外貿
易額年均增長14.5%，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連續多年對世界增長貢獻率超過30%，為應對
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作出重大貢獻。中
國完成了從落後到趕超到引領的歷史性跨越，通
過辛勤汗水和艱苦奮鬥，用40 年時間走完了不
少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現代化歷程。
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香港與祖國同進步、

共繁榮的歷程，也是開創「一國兩制」先河實踐
的歷程。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同胞的參與是一
股重要的動力，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來自香
港，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由香港同胞投資。同時，
香港也是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抓住歷史性的機
遇，譜寫了動人的香港故事、舉世矚目的香江傳
奇。

大灣區建設成改革開放重頭戲

40年後的今天，我們沿着改革開放的道路，
來到了新的歷史起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由
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
家戰略，成為國家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重頭戲。據
預計，未來10年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新增萬億美
元的經濟規模，成為世界頂級的城市群灣區，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以及人民幣離岸
中心，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提升自身的
地位和功能，合力推進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
成為社會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我們既當聯繫人，更當參與者、見證者。隨

着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等跨境設施的開通，
架起了香港同胞與祖國之間的民心橋、同心橋。
只要我們繼續堅定遵循和發揚堅守「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根本經驗，找準「國家
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必能共擔改革責
任、共享開放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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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讓香港走得更快更穩

今年9月，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通車，
香港的鐵路網絡終
於連接上內地超過
2.5萬公里的鐵路網
絡。更可喜的是，
10月，港珠澳大橋

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宣佈開通，
成為香港跨境交通的里程碑，兩項
大型基建「雙劍合璧」，打通了整
個大灣區的道路交通網，更大大提
升香港對大灣區的輻射作用，為香
港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跨境基建是配套，提升自身競爭

力才是香港發展的關鍵。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
「明日大嶼願景」，為香港未來的
經濟、產業、教育、醫療等多方面
的發展提供土地儲備規劃，雖然不
同界別對計劃的細節有不同意見，
但整體的發展方向是十分認同和支
持的。「明日大嶼願景」更可與港
珠澳大橋相互呼應，成為貫通香港
與整片大灣區的門戶。
基建、土地發展等都是關係城市

未來發展的長遠規劃，然而，近年
不少大型基建或政府提出的發展計
劃，都「好事多磨」，受到嚴重的
拖延。例如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大埔龍尾泳灘、機場第

三條跑道等，都因司法覆核而遲遲
未能動工，而建造成本則不停上
漲，令工程造價飆升。以港珠澳大
橋為例，受司法覆核影響，工程被
拖延一年，當時政府就估計造價因
而上升65億港元。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司

法服務關乎司法效率，亦牽涉到公
帑妥善使用。據統計，2016/17財政
年度，多宗涉及政府規劃的司法覆
核官司，已花費了納稅人逾1,000萬
元。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士，一方面
對工程的展開諸多阻撓，另一方面
又將公眾引向認識誤區，指工程造
價昂貴、「大白象」等，企圖阻礙
多項關乎未來長遠發展的工程或香
港與國家融合發展的政策。為了一
己政治立場「為反而反」、為了製
造矛盾阻礙施政而濫訴，最終的工
程成本上漲、司法服務費用就要納
稅人承擔，是否公平呢？相信市民
大眾的雪亮眼睛能夠明辨。
發展，已是迫在眉睫，香港不能

落後於國家高速發展的大潮流，更
不能「為反而反」作繭自縛。社會
上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對一項政策
措施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以事論
事、以理服人，和而不同，攜手共
進，香港才能走得更遠、更穩、更
快。

鄺美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對香港自信 對國家信賴 再創新輝煌
吳學明 廣東省政協委員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

李卓人選戰不利病急亂投醫

九龍西補選開始進入白熱化階
段，李卓人雖然自稱「宇宙唯一民
主派候選人」，但其氣勢一直拉抬
不上，甚至不及上次姚松炎的聲
勢。當中一方面是由於李卓人的個
人條件所限，「欽點空降」名不正
言不順，過去行為操守劣跡斑斑，
再加上在選舉論壇上的災難級表
現，都令不少反對派支持者搖頭嘆
息，就是最鐵桿的反對派支持者都
不禁要問，反對派不是無人，為什
麼一定要「欽點」一個「過氣舊電
池」的李卓人出來？為什麼反對派
大黨堅持不肯支持馮檢基？
另一方面，反對派雖然汲取了上

次姚松炎大熱倒灶的教訓，這次選
戰的重點是綑綁反對派，尤其是民
協等小黨，但他們採取的卻是霸王
硬上弓手段，通過威迫施壓要民協
就範。雖然民協最終低了頭，但其
地區樁腳會服氣嗎？那些多年來跟
隨馮檢基做地區工作，眼見師傅被
反對派欺壓抹黑，還會如何啟明之
流般不顧羞恥、唾面自乾地為李卓
人抬轎嗎？民協的支持者會聽從幾
個「水鬼升城隍」的民協領導要投
誰就投誰嗎？當然不可能。
李卓人亦知道自身形勢不利，尤

其在中產區出現大量失票，連民主
黨區議員袁海文都承認中產市民並
不支持李卓人。這其實不難理解，
中產重視的是社會穩定，李卓人卻
不斷挑起工潮，製造政治風波；中
產重視候選人操守，而李卓人卻有
將捐款「袋住先」的前科；中產關
注自身利益，李卓人的工黨卻不斷
激化「假難民」問題，李卓人一味
靠害，怎可能得到中產支持？
為此，反對派亦展開「救亡」行

動，李卓人已經開始在區內打「告
急」牌，並且發動了梁家傑等「過
氣政客」出來助選。同時，為了炒
熱政治氣氛，一直大力為李卓人助
選的民主黨「瘋鴿」許智峯，近日

更在立法會鬧事，日前突然在立法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提出譴
責律政司司長的動議，在被委員會
主席梁美芬否決後更趁機搗亂，結
果被逐離場。反對派及李卓人隨即
急急召開記者會發出譴責聲明，
「強烈譴責」云云。
其實，許智峯的「發癲」不過是

一場政治騷，借題發揮，在議會搗
亂，目的不過為李卓人選舉造勢，
挑起政治對立，這一套老掉牙的伎
倆過去也不知用了多少次，可惜這
次社會完全沒有迴響，因為市民對
於反對派的政治炒作鬧劇已經出現
「審美疲勞」。
而且，許智峯早已臭名遠播，不

少反對派中人也對他避之則吉，擔
心被他拖累，但李卓人不但邀請他
到九龍西助選，又與他合作搞出一
場大龍鳳，這說明李卓人已是黔驢
技窮，淪落到要靠「瘋鴿」拉抬聲
勢。李卓人及其團隊現在已是病急
亂投醫。由於李卓人一直提不出任
何政綱，導致傳媒曝光大減，有的
多是負面新聞，導致其團隊要靠「瘋
鴿」炒作政治議題；由於李卓人得不
到中產支持，團隊又請來梁家傑等出
來拉票。但如果梁家傑的助選真的有
用，當初為什麼不「欽點」梁家傑？
此舉更加凸顯李卓人的無能，凸顯其
扶不起阿斗的形象，凸顯反對派支持
李卓人是別有用心。
現在看來，李卓人的選戰已經亂

了方寸，胡亂出招，選舉有所謂西
瓜理論，即選民投票往往西瓜靠大
邊，支持有勝算的一位，不會浪費
選票在無勝算的候選人身上。李卓
人聲勢江河日下，甚至被馮檢基壓
過，將令更多反對派支持者轉投他
人甚至不作投票，屆時李卓人的形
勢將更加不利，但這又怪得誰？怪
只怪自己戀棧權位，怪自己以往的
所作所為，怪自己為了議員薪津晚
節不保。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特首施政報告不乏有利民生
的政策，當中提出延長產假、
侍產假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等措
施，贏得不少打工仔的掌聲，
相信有助鼓勵生育，也讓打工
仔更有保障。但政府亦同時在
施政報告中提出補貼西隧及將

紅隧和東隧的私家車等收費加價，則惹來不少
市民反彈。筆者建議政府應考慮調整方案，讓
方案得以完善。
施政報告提出，由2020年起利用18億補貼西
隧3年至收回專營權，預期私家車的收費將由
70元減至50元，而的士的收費則由65元減至
36元；但相反由政府掌控的東隧及紅隧則加
價，私家車及的士均分別加至40元及20元，當

中紅隧的加幅有一倍。政府的原意雖好，相信
有助將原本使用紅隧的車輛分流至西隧，讓三
隧的分流功能更加完善，不過，這卻並非對市
民最好的方案。原本在行走路徑上應使用西隧
的車輛，相信在時間和成本上仍維持一個較好
的平衡，不過這方案卻將改善問題的成本轉嫁
到須使用紅隧和東隧的市民身上。
既然特首常言：「錢不是問題」，其實又是
否必須要推出如此方案解決三隧分流問題呢？
18億可能對於市民是天文數字，但對於有千億
盈餘、萬億儲備的政府而言，簡直是九牛一
毛，如果再利用多一倍甚或兩倍的金錢可以解
決這個分流問題，也絕對物超所值。筆者大膽
估算，可能只要政府再增加多一倍補助，西隧
的私家車收費可下降至30元，相信已起着與現

時相同，甚至更佳的分流作用。既然錢不是問
題，何不推出兩全其美的方案，甚或有專家估
計，其實回購西隧只需最多60億元，為何政府
不肯多承擔一點，讓問題圓滿解決？
當然有意見亦指，若只有西隧減價將鼓勵更

多私家車使用隧道，但筆者認為市民實看不出
有任何誘因，因為西隧收費減少而突然在最繁
忙的時間希望駕車過海，反而若本來便必須過
海者，若考慮到西隧收費變得便宜，則必然會
考慮改用西隧過海。如果政府當真害怕有市民
會突然因收費便宜而突然過海，亦可考慮只在
平日減收隧道收費。而長遠計，是政府必須在
源頭減少私家車的數量，多鼓勵市民使用公共
運輸系統，並且繼續研究擴闊路面及研究選址
增設海底隧道，多管齊下解決擠塞問題。

三隧分流未必要紅隧東隧加價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日前發生在匹茲堡一所猶太教堂的槍擊案導
致近20人死傷。
美國發生槍擊案不是新聞。特朗普在總統競選
時曾經承諾，他若當選總統將阻止槍擊案氾濫。
諷刺的是，特朗普任內槍擊案不僅沒有減少，反
而更為頻繁，今年已經發生3次。2017年10月1
日的賭城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則是近20年來最
嚴重的一次，造成59人喪生，逾500人受傷。
面對尷尬，特朗普束手無策。美國人依然生

活於「自己人」用槍製造的恐懼中。
不管是這次帶有反猶太主義的槍擊案，還是典

型的美國式槍擊案——槍手純粹報復社會，抑或
帶有恐怖色彩的襲擊案（如紐約萬聖節襲擊
案），都折射一個殘酷的事實：美國面對此類襲
擊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民眾心理恐懼循環往復
允許持槍是美國憲法規定的個人權利。每次

槍擊案後，美國社會都會掀起激烈的爭議，限
制槍支和支持持槍的兩派誰也說服不了誰，而
且成為兩黨糾纏不休的政治博弈。民主黨的限
槍政策和共和黨的持槍政策相互對立，兩黨都
不是為槍擊案開藥方，而是借力遇襲者和家屬
的血淚為自己搶奪政治制高點。
特朗普的持槍政策也很鮮明，他認為擁有一

杆槍不僅是個人權利而且會更安全。而且，在
連續的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民眾的恐懼和媒
體的憤怒並未形成引向白宮的力量。美國本土

的槍擊案，無論現場多麼慘烈，美國人似乎並
未將此視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因而，無論是民
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掌權，頻繁和慘烈的槍擊
案都不會給他們帶來致命影響。總統們在譴責
兇嫌和向慰問苦主們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雖然本次槍擊案發生在中期選舉前夕，人們

看到特朗普的槍政立場並未發生根本變化。相
反，這會成為特朗普和兩黨政客博取民意支持
的由頭。
如果襲擊者帶有極端宗教背景，和恐怖組織

有着或多或少的關聯，譬如發生在紐約的萬聖
節獨狼襲擊案，則會成為執政者的反恐宣示，
或者衍生為現實的相關政策，特朗普的「限穆
令」就屬此例。在紐約萬聖節襲擊案後，官方
迅速定性為恐怖襲擊案。特朗普也發誓在擊敗
中東或其他地方伊斯蘭國（IS）恐怖組織後，
不會允許其進入美國本土。

槍支政策成兩黨角力焦點
襲擊案沒有好壞之分。任何國家的襲擊案，

無論是報復社會還是帶有恐怖主義色彩，都會
給民眾帶來心理上的恐懼感，也要求政府採取
措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美國槍擊案頻發，已
經成為頑疾，而且是誰也解決不了的頑疾。美
國槍支氾濫，數億支槍帶來的結果是，美一次
槍擊案帶來的恐慌，就會導致更多人持槍來守
衛自己的安全，當然也會帶來更多的槍擊案。
如此循環往復，就成了難以自拔的怪圈和無法

消除的頑疾。
美國憲法裡的持槍權力，也已經從不能碰觸

的政治正確，演化為億萬持槍者的民意基礎。
數億支槍累計起來的民意基礎，可以決定一個
政黨的權力，這是美國社會的「槍桿子裡出政
權」。對此，共和黨是牢牢守住這個基本票
倉，民主黨的限槍政策也只是為了安慰每次槍
擊案中的死傷者和其家屬，以獲得他們的支
持。而且，民主黨的限槍政策，也不過是隔靴
搔癢的加強審查而已。
美國兩黨、輿論、民眾對於阻止槍擊案發生

沒有更好的辦法，對於這類襲擊案也就漸漸
脫敏。槍擊案後，匹茲堡的猶太領袖發表公
開信批評特朗普總統，稱特朗普的政策讓白
人種族主義者更加膽大妄為，特朗普難辭其
咎。但是，特朗普對槍擊案的處理一如既
往，在推特發狠話主張美國人持槍自衛……
總之，他不必為槍擊案負責。如果換一個場
景，美國民眾在海外死傷那麼多人，美國輿
論足以炸鍋，美國民情也會鼎沸，特朗普也
會鄭重其事地表明立場。
因為是美國式的槍擊案，美國社會在驚擾一番
之後又歸於沉寂。由此更為彰顯槍擊案已經變成
美國式的頑疾。因為其病根深埋在美國憲法裡，
而且已經滲透進美國兩黨政治博弈的血脈裡，美
國人也習慣用持槍的方式去應對槍擊案。
特朗普難破美國槍擊案「多發症」，其他人也無

能為力。這是美國政治先天不足的「基因病」。

匹茲堡的槍聲與美國「槍擊病」
張敬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