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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

的構想，最早是
為實現兩岸和平
統一提出，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發

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
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
的最佳方式，並提出探索「兩
制」的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
實踐，並強調祖國必須統一，也
必然統一，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必然要求。

保障原有生活方式
為歷史的機緣讓「一國兩制」

先在香港落實。回歸以來，香港
特別行政區按照「一國兩制」行
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以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區居民
的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香港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得
到保持。
在社會經濟發展上，「一國兩

制」下特區政府可在經貿文化等
領域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
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

和履行協議；維持獨立的關稅區
和自由港地位，貨物資金自由進
出，港元作為法定貨幣繼續流
通，財政獨立，政府收入毋須上
繳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香
港徵稅。

行「一國兩制」港勝台關鍵
時至今日，香港擁有穩健的體

制、優良的法治、高效的政府、
公平的營商環境，以及安全的城
市管理，作為國際都會和金融中
心地位穩固。
無論是美國「傳統基金會」還

是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都
將香港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
體，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
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報告中，香港
名列第二。
從多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看，

目前香港都比台灣優勝。
而當香港面對困難或尋求發展

機會時，皆有國家全力支持。如
在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期間，中
央政府迅速提供物資援助，並開
放個人遊等措施，為香港經濟注
入強心針。

而香港憑藉緊靠內地的先天優
勢，在推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以及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等方
面，獲得不少先機，令競爭對手
艷羨。
「一國兩制」是一項創新的制

度，具有無比的靈活性和生命
力，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的前提下，充分照顧香港的特
殊情況和港人利益，有力地促進
香港的繁榮穩定。

以港為鏡 可見互利共贏
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

的差異不但不會窒礙社會發展
和人民福祉，反而讓雙方在互
利共贏中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和機遇。
筆者期望台灣的朋友以開放

的態度了解「一國兩制」在港
澳的實踐成果，把握歷史時
機，共同探索「兩制」的台灣
方案，促進和平統一，讓兩岸
人民共享中華民族復興的榮
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了解港澳實踐成果
同探「兩制」台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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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當年手袋廠做雜工
司長勉青年莫怕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

前表示，特區政府對青年工作很有承擔，透過推動青

年「三業三政」，鼓勵青年人增加對公共事務的興

趣，了解社會問題。他又憶述自己當年暑期曾在女裝

手袋工廠當雜工，目的是為了解社會真正一面，勉勵

新一代青年不要怕困難。

由「關鍵一席」變成「關鍵缺
席」，大批市民、網民過去呢兩
年鬧公民黨黨魁戇橋（楊岳橋）
都鬧到口臭，估唔到《蘋果日
報》噚日都認咗呢個事實，出咗

條新聞大字標題話戇橋之前「關鍵缺席」，而
討論唔到自己提出嘅「檢討單程證政策」議
案，不過最後就兜返底話「致歉之後就係改正
嘅開始」囉。網民就唔受呢套啦，鬧爆戇橋已
經係唔知第幾次「關鍵缺席」，仲鬧埋《蘋
果》偏幫佢。
戇橋上星期喺立法會大會度「No show」，

結果令自己提出嘅「檢討單程證政策」議案未
開波就已經直接收皮。戇橋其後解釋話自己當
時睇緊《國歌條例草案》記者會直播，一時疏
忽先冇到，仲要鞠躬致歉。
不過，反對派班人成日動不動就缺席，有時

仲一句解釋都冇，惡啲仲去鬧自己嘅KOL度
罵戰，相比之下戇橋都算有啲誠意㗎啦，噚
日再去信向全體議員同議助致歉。除咗聲稱要
向各位議員致以深切歉意，又希望議員代為向
今次負責資料搜集、提交修正案同撰寫發言稿
嘅助理同事，轉達佢真誠道歉喎，而《蘋果》
就小罵當幫忙咁報道咗呢件事啦。

網民斥「毒果」雙重標準
你有你特別嘅道歉同報道方式，但似乎網民

就唔受落啦。「Yi Lam Tse」揶揄：「臨記都
知道自己幾時出場，何況你係主角，專業啲，
比（畀）啲戲！」「King Wong」鬧爆︰「你
條×街好多次重要時刻失蹤！」「田一科」就
鬧《蘋果》︰「其他人道歉就話假同做
show，『泛民』政棍道歉就話係正確嘅開始，
『毒果』咪又係小圈子自己友。」
2019年首次大會就已經「關鍵缺席」，今

次掛住睇電視直播連開會都唔記得，睇怕以後
應該喺電視隔籬反而易搵到佢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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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近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
表示，自上任以來，一直關注

青年人發展，亦加入多個委員會跨部
門統籌工作。
他又表示，青年發展最大問題是出
路、向上流動問題，如他們有機會向
上，心態將會完全不同，因此營建一
個良好的環境是政府的職責。
他表示，政府對青年工作很有承
擔，透過推動青年「三業三政」，鼓
勵青年人增加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了
解社會問題，例如邀請參與「影子計
劃」、自薦加入不同委員會等。

他又指，本屆政府除了將青年事務
委員會升格為青年發展委員會，由他
親自擔任主席外，亦推行青年委員自
薦計劃，增加政府的委員會裡的青年
人聲音。
他又指，去屆政府的諮詢委員會

中，4,000多名委員中只有7.8%是35
歲以下的代表，但自青年委員自薦計
劃推行僅僅9個月，青年代表已增加
至9%。他表示，政府目標是在任期
內提升各政府委員會的青年成員整體
比例至15%，其中部分委員會已達
標。他認為15%只是底線，期望將來

的數字能夠持續向上。

做過暑期工 好熟女裝手袋
除了加入政府，深入社會亦是了
解不同議題的方法。張建宗憶述，
他在大學年代曾經應徵到女裝手袋
工廠當雜工，而聲稱自己是會考即
將失敗的中五學生，目的在於了解
當時製造業社會和勞動生產的情
況。
他透露，自己獲聘後4星期便因表

現良好獲升職機會，擢升他為「先
生」，擔任文職工作，但他則拒絕而

轉做「收發」，專職品質監控，「所
以我對女裝手袋好熟，拎起就知個手
袋得唔得」，連主持人黃永亦笑指：
「原來你先係手袋黨！」

勉青年勿取易不取難
張建宗表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人，指自己正因為有過在工廠工作的
經驗，日後在擔任勞工處處長才有相
關勞工的經驗。
他又勉勵年輕人不要取易不取難，

應盡量趁年輕時放下身段努力做，到
將來面對挑戰時才不會輕易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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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
2019年鄉郊代表選舉上周起一連
三個周日舉行，「議會陣線」立
法會議員朱凱廸（朱隊友）早前
聯同南區區議員司馬文等人組成
「綠色鄉村約章」參選，惟朱凱
廸因主張香港人有權「和平港
獨」等而被取消參選資格
（DQ），司馬文於首輪敗選，
其餘參選成員同樣在前日的選舉
中全軍覆沒。至於參選屯門良田
村村代表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則
成功連任。
今屆鄉郊代表選舉將會在600

多條鄉村中，選出695名居民代
表及56名街坊代表，其中坑口、
沙田、大埔等在本月6日已率先
舉行換屆選舉。

司馬文得12票慘敗
其中於檳榔灣競逐居民代表的

司馬文僅得12票，慘敗於對手劉
運明的110票。
在前日的選舉中，參選西貢北

港的何潔儀、海下David New-
bery、浪徑Herve Bouvresse都同
樣落敗，連同早前被DQ的朱凱
廸，意味「綠色鄉村約章」成員

全軍覆沒。
另外，參選西貢北約高塘的
工黨常委何偉航，以7票大幅
敗於 47 票、競逐連任的黃來
生。

何君堯成功連任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則在屯門良

田村原居民代表選舉中，以79票
對71票，擊敗對手何多明連任，
保住村長位置。何君堯勝出後在
facebook上形容今次只是險勝，
認為結果值得反思，自己必須洗
心革面。

鄉選結果揭盅
「朱隊友」全軍覆沒

■楊岳橋日前為「關鍵缺席」鞠躬道歉。
資料圖片

■張建宗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指政府透過推動青年「三業三
政」，鼓勵青年人增加對公共事務的興趣。 電視截圖

■張建宗勉勵青年趁年輕時放下身段努力做。圖為青年與環保機構交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