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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慶酒會的致辭，鏗鏘有力、力
重千鈞、激盪人心、催人奮進，港人倍感欣慰、激動和
振奮！

駱主任表示，今年中秋與國慶聚首，讓我們不由深思
起家與國的關係，是國家的日益強大，使香港得以在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下回歸祖國，使香港一次次成功
抵禦各種危機的重大衝擊，使香港免於墜入「顏色革命」的深淵，全國
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讓香港結束了「港獨」猖狂、「黑暴」肆
虐的動盪局面，迎來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事實有力證明，祖國不僅
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最大底氣所在，也是香港繁榮發展的巨大
機遇所在。
駱主任表示，建好香港這個家，必須激揚家國情懷。在香港社會特別

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中，繼續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教育、
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期間
指出，要「引領青年一代繼承好愛國愛港光榮傳統」，香港各界尤其是
特區政府與教育當局，應該深刻反省，大力增強公職人員、青少年的國
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築牢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社會政治基礎。
愛國主義是中華兒女恒久不變的價值追求，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

財富。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當
年，新界原居民抗擊英軍入侵，抗日戰爭期間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肩負
起抗擊日軍重任；新中國成立後，港人與新中國風雨同舟、榮辱與共，
在改革開放中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更在扶貧救災中發揮重要作用；香
港回歸祖國時更是全民參與。正是這種和國家命運與共的血脈聯繫，以
及社會上廣泛的愛國愛港共識，讓香港戰勝一個又一個挑戰，持續走向
繁榮穩定。
但反對派一直以來不斷對國家和「一國兩制」進行妖魔化政治操作，

近年來愛國愛港更被妖魔化為一種「原罪」，藉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攬
炒，愛國愛港力量進一步被針對抹黑、被刻意打壓。這明確地告訴世
人，在香港增強國家意識、弘揚家國情懷，是十分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身為中國人，愛國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更是一條正道。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國家的強盛是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最有力支撐，愛國愛港才是正道。

駱主任國慶致辭激盪家國情懷滿滿正能量
駱主任的國慶大會致辭，讓港人強烈感受到：今年國慶與

往年最大的不同，是香港有了國安法這個定海神針，結束了

「港獨」猖狂、「黑暴」肆虐的動盪局面，迎來了由亂轉治

的重大轉折。駱主任的致辭抓住了激盪家國情懷的關鍵點，

滿滿正能量，帶出兩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國安則家太

平，國強則家興旺」的道理對香港極為重要；二是「建好香

港這個家」，需做到「三個必須」：必須增強國家意識、必

須堅持與國同興、必須激揚家國情懷。這既是中央對香港的

期待和要求，也是香港自身發展必須要做好的工作。駱主任

來港履職以來，多次講話提出「珍惜香港這個家」、「建好

香港這個家」、「家和萬事興」，不僅飽含了對「香港這個

家」的真誠和真情，也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呵護和期待！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香港今年的國慶節，是「黑色暴亂結束」之後的
國慶節，也是國安法實施後的國慶節，港人對家與
國的關係當然有一種特別的感受。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在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大會
上，以《讓家國情懷在香江激盪》為題致辭，表達
和提升了港人對家國情懷的感悟。

國安法定海神針激發港人家國情懷
港人不會忘記，去年國慶節，香港陷入極端恐怖

主義的「黑暴」之中，黑衣暴徒不僅肆意堵路縱
火，打砸銀行商舖，焚燒破壞港鐵站，瘋狂攻擊警
察，肆意襲擊無辜市民，更公然侮辱象徵國家主權
的國旗、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大樓。香
港的國家安全受到衝擊，法治秩序受到破壞，市民
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社會亂象不忍回首！
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制定香港國安法，於今年6

月30日頒布實施，成為香港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
點，「黑色暴亂」得以結束，「港獨」組織也紛

紛解散，一些製造動亂的頭面人物懾於國安法的威
力，或宣稱退出政壇，或潛逃海外，一些分裂國家
的「港獨」分子更被控違反國安法，依法審訊，香
港社會終於恢復安定。
香港兩年國慶節的強烈對比，充分證明中央為香港

制定國安法來得非常及時必要，國安法充分發揮了保
家衛國、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作用。香
港同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切身體會到：「國安則家
太平，國強則家興旺」的道理對香港是何等重要！國
安法確保香港由亂轉治，激發港人家國情懷。這是駱
主任國慶致辭帶出的最重要的信息。

滿滿正能量為了「建好香港這個家」
駱主任國慶致辭激盪家國情懷，滿滿正能量，

寄語香港各界「建好香港這個家」。為此，需要
做到「三個必須」：一是必須增強國家意識；二
是必須堅持與國同興；三是必須激揚家國情懷。
這「三個必須」，融合了家與國兩個層面的情懷

和要求：
要堅守「一國」底線，更加堅定地與祖國站在一

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大是大非
問題上守得住、站得穩，做到該堅持的不妥協，該
承擔的不迴避，該推動的不鬆手，衝破「泛政治
化」的漩渦；要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運用好「一國兩制」這一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
放這一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這一新的重大機遇，破解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在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
青少年中，繼續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
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更加
有力地築牢愛國愛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增強國家認
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

飽含對「香港這個家」的真誠真情
這「三個必須」，既是中央對香港的期待和要

求，也是香港自身發展必須要做好的工作。這也是

駱主任致辭帶出的重要信息，值得香港社會高度重
視。
駱主任來港履職以來，多次講話提出「珍惜香港

這個家」、「建好香港這個家」、「家和萬事
興」，不僅飽含了對「香港這個家」的真誠和真
情，也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的呵護和期待。
今天的香港，正處在面對新冠疫情和經濟嚴重衰

退的重要關口。正如駱主任所說，面對日益嚴峻複
雜的國際局勢，香港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偉大祖
國的肩膀。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大會講話中明確指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
務。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
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主席還要求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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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國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各界發揮好「一國兩制」這一最大優勢，抓住
發展機遇，一定能寫下「香港好、國家好；國家
好、香港更好」的新篇章！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的大
日子。71年風雲激盪，百年積弱的中華民
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
史飛躍。
回首新中國71年歷史，香港與國家同呼

吸共命運。是國家的日益強大，讓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回歸祖國，同祖國共同發
展，共享繁榮富強。是國家的日益強大，
讓香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
際金融危機等等重大衝擊，都能一次次戰
勝。香港成功鞏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的地位，連續被眾多國際機構評選
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地區之一。長期以
來，香港也扮演了國家聯繫世界的窗口和橋
樑角色，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發揮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為祖國內地發展作出了貢獻。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香港所長」服

務「國家所需」，是香港不斷貢獻國家、
同時不斷成就自己的重要法寶。今天，新
時代的改革開放，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提
供了新的戰略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國

家建設創新型社會，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提供了新動力。在國家民族欣欣向榮、蓬
勃發展的歷史階段，香港更應堅定不移地
維護「一國兩制」，以飽滿的精神狀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國家，成就香
港。
當今，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

發展，科技創新就是最重要的引擎。香港
在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
心的同時，可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強大的創
新能力和全球領先的供應鏈體系，依託國
家和「一帶一路」廣闊市場，充分發揮獨
特優勢，構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國際數
據中心、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中心，使香
港成為東西方創新型經濟交流合作的樞
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帶來源源機遇，
香港將可進一步善用各方面的優勢，包括
研發能力、科技基礎設施、法律制度及知
識產權等，推動創新及科技業節節上升，
同時發揮商業平台的作用，協助創新公司
打進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內地)，或協助內
地創新公司走向國際。

共建香港和祖國美好明
天，需要香港和內地青年共
同擔當。祖國永遠是香港最
堅強的後盾，也是香港青年
成長最大的靠山；國家的持續發展，粵港
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歷史性機遇，
也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
機會。尤其是這幾年，針對香港青年在內
地就讀、創業、生活、科研等等方面，國
家特別出台了一系列優惠配套政策，令我
們倍感國家對香港青年的厚愛。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香港擁有一流

的大學和優秀的研究人員，亦是接受高等教
育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年輕一代不斷
展示了澎湃的創造力。我們相信，放眼長
遠、勇於擔當，香港青年一定能繼續發揮創
新和創意，把握國家發展的歷史機遇，在共
建香港和祖國繁榮的新征程中一展所長，實
現人生理想。
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

祝願國家國泰民安、繁榮昌盛。祝願香港
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明天更美好！

共建香港和祖國美好明天
黃永光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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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今天是國慶舉國同喜的日子，又適逢中秋節合家團
圓。香港經歷了去年的修例風波，所幸在中央協助下，
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令香港恢復法治穩定，對港人而
言，更是百感交集。在昨日慶祝國慶的酒會上，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發言時表示，訂立香港國安法讓本港結束
「港獨猖狂」，「迎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他指出
「堅守一國底線，才有兩制空間，不守一國之本，就沒兩制之利」「作
為中國人愛國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的確，香港要保持安寧
富足的生活，就必須堅守「一國之本」，走愛國的正道，才能跟上國家
發展的步伐，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才能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

過去一年，我們的國家經受疫情襲擊和個別強權國家的施壓，但這不
但沒有削弱老百姓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反而促使老百姓與執政黨、政府
更加同舟共濟、萬眾一心。中央政府始終把帶領人民過上美好生活作為
奮鬥目標。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來，中央處變不驚、指揮若定。習近平總書

記提出：「生命重於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要全力以
赴救治感染患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堅持「生
命至上」，實行「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應檢盡檢」。治療患者即使需要
幾十萬、上百萬元也在所不惜！環顧全世界，抗擊新冠疫情最成功的國家
只有中國。生活在這樣的國度，人民有切實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同樣，在中央大力推動和支持下，香港國安法的出台、落實，為香港
止暴制亂、撥亂反正；同時，在香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中央出錢出力
出人，協助香港開展普及社區檢測，有效控制疫情。正如駱主任所指，
面對日益嚴峻複雜的國際局勢，香港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偉大祖國的
肩膀，比任何時候都應該強調對國家的責任擔當。港人要清醒地認識到
堅守「一國底線」，才有「兩制空間」；不守「一國之本」，就沒有
「兩制之利」。
從去年的修例風波可以看到，外部反華勢力把香港當作攻擊、搞亂中

國的橋頭堡，本港反中亂港分子甘當反華勢力的馬前卒。黑暴氾濫，害
得香港百業凋零、民不聊生，最受害的是700萬港人自己。駱主任明確
指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守得住、站得穩，做到該堅持的不妥協，該
承擔的不迴避，該推動的不鬆手，香港才能衝破「泛政治化」的漩渦，
解除「黑暴」、「攬炒」的綑綁，成功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相信港人一
定會增強國家意識，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清醒地認識到堅
守「一國底線」，建好香港這個家，保障廣大市民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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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回歸以來，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獨立的司法權指司法機構依照憲制授權，
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個人或
機構的干涉。這是彰顯法治精神的重要原
則，基本法對此予以了充分保障，也明確
規定了司法權的邊界。
然而，長期以來尤其是「修例風波」以

來，反對派極力鼓吹「三權分立」，歪解
司法獨立，企圖將司法機構演變成任由他
們操控的政治工具。司法機構自我擴權、
司法獨大現象屢有發生；個別法官立場偏
頗，審判偏離法律規定。如此發展下去，
不僅嚴重破壞香港行政主導的憲制秩序，
嚴重影響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的司法獨立
也有淪為司法獨大法官獨裁之虞。

擅用「違憲審查」挑戰中央權威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特別行政區的權力

全部來自中央授權，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
力，特區就有多少權力。中央沒有授予的
權力，特區不可自行擴權，這是最基本的
憲制原則。香港的司法獨立，只是在特區
範圍內的獨立，跳出特區自治範圍運作，
就是越權。比如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
一案中認為，香港法院對全國人大或人大
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有違憲審查權。這不僅
是典型的「以下犯上」的越權行為，更直
接違反了基本法關於特區法院對國家行為
無管轄權的具體規定，嚴重挑戰了中央的
權威。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
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具
有超然於特別行政區的不容置疑的憲制地
位。雖然「吳嘉玲案」後終審法院澄清不
會質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但司
法機構對前述越權行為一直沒有明確收
回，對「違憲審查」的所謂「承擔」從來
沒有放下。基本法規定特區法律須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備案，特區法律不符合基本法

時人大常委會可以發回，但沒有任何條文
規定特區法院有所謂「違憲審查權」。去
年「修例風波」期間，香港法院再度進行
「違憲審查」，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
位置，裁定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訂立的
《禁止蒙面規例》違反基本法。特區司法
機構的自我擴權，不僅引發香港各界不
滿，甚至引致全國人大法工委發出批駁聲
明，強調法院無權作出違憲審查。

法官立場偏頗專斷獨裁
在特區自治範圍內，行政、立法、司法

機構分工負責，行政、立法機構相互制
衡、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司法機構獨立
行使審判權，都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然而，為阻撓政府施政，架空
特區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反對派濫用特區司法覆核制度，而司法機
構卻未能遵守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
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大幅增加受案範
圍，耗用大量時間和資源處理缺乏根據的
案件。無日無之的司法覆核被反對派用來
左右政局。

釐清司法機構的權力邊界
司法機構是法治的守護者，更應當以公

平公正、令人信服的判決彰顯法治公義。
但現實中，有個別法官不是依據法律和事
實審案，而是打着獨立審判的幌子，依據
自我政治主張和理念審案，獨斷專行，作
出的判決明顯偏頗，失信於民。如黎智英
刑事恐嚇案，最終竟被判無罪，法官的判
決理據不單主觀，更違反普通法原則，與
以往案件存在雙重標準。又如一些法官對
於去年「修例風波」中政治類案件的處
理，對已經明顯違反香港法律的暴徒從輕
發落，甚至去讚美暴徒行徑。有觸犯暴動
罪的重案之人，不斷獲准保釋，棄保潛逃
的現象屢見不鮮。

基本法明確規定，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
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
特區法院對國家行為無審判權，這些限制
性規定必須得到落實。司法機構的權力僅
限於在特區自治事務範圍內運行，不能行
使沒有授予的權力。「違憲審查權」是中
央事權，只能由中央行使，地方司法機
構沒有行使權力。特區的行政、立法和
司法機構的權力，基本法有明文規定明
確分工，有各自運行的範疇，司法機構
不能越俎代庖，搶佔行政、立法機構的
權力。
要進一步落實行政長官對基本法的執行

權，主動對司法機構超越憲制授權的行為
糾偏正誤。完善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實質任
命權，落實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關於包
括法官在內的公職人員的效忠宣誓及喪
失資格的規定。大力推進司法機構自身
改革。對於公眾批評較為集中的量刑偏
差、濫用司法覆核等情況，應參考借鑒
英美等國例子，研究設立量刑委員會，
負責制定及修改量刑指南，減低判刑時
的不確定性及法官自身的主觀因素。推
動成立司法監察機構，引入非法律人士加
入，加強法院與社會的聯繫，確保司法實
踐不偏不倚，增強司法的公開透明度。設
置專責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庭，提升審
核過程的質素和效率。
建基於基本法的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

功的重要保障，反對派為一己之私，無視
基本法的憲制規定，企圖把司法獨立變成
挑戰中央權威、阻礙特首施政、破壞繁榮
穩定的工具，是對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的
最大破壞。只要我們積極順應民意，依法
推進司法改革，使香港的司法機構運作重
回基本法規定的正道，市民的法治信心一
定能夠恢復，香港的法治基石也必定更加
堅固。
（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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