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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敢為人先精神 義無反顧助力改革
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的盛典，國家主席習近

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更要繼續發揚敢闖敢

平發表振奮人心的講話，吹響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號角。

試、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無論是協助國家向高質量發

我有幸應邀出席活動，現場聆聽習主席描繪新時代改革開

展，還是推動香港青少年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都要義無

放的宏偉藍圖，倍感激動、深受啟發。港商港企乃至整個

反顧當好「拓荒牛」，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再作新貢獻。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深圳改革開放 40 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為港
商和香港帶來發展的黃金機遇。港商是改革開放的
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見證者，也是成果分享者；
從回內地投資開工廠到投身城鎮化建設，成就港商
的發展壯大；香港在參與改革開放過程中實現產業
升級轉型，華麗轉身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改革
開放為港商、香港提供了最好的發展平台。沒有改
革開放，就沒有港商和香港今天的輝煌成就。

改革開放為香港提供最好發展平台
如今，改革開放再出發，中央公布深圳建設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案，深圳特區建設進
入新征程，顯示中央銳意改革，推動中國向更高質
量發展；與此同時，國際環境日趨複雜，改革開放
面臨前所未遇的挑戰。國內外發展的新形勢下，港
商、香港更需要拿出勇往直前的勇氣、擔當和作

為，堅持在挑戰中保持戰略定力，在奮鬥中開拓發
展新局面。
香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國家堅定走改革開
放道路，香港也要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最大優勢，
配合新時代改革開放所需。習主席此次深圳講話為
香港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指路引航，香港必須堅持
創新、弘揚企業家精神，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持續創新既是改革的使命，也是企業發展的最
大驅動力。港商一方面要順應創新推動的大潮，
投放更多資源、吸引更多人才，在全球科技革命
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另一方面，要搶抓全
球市場重構機遇，參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包
括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這個世界級灣區的建
設，更好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服務新時期改
革開放的發展。

習主席一向高度重視、關心、支持香港青年。在
2017 年視察香港、2018 年會見港澳各界訪京團
時，習主席都特別提到要關心香港青年，幫助青年
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
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
幫助香港青年解決實際問題，使「一國兩制」事業
後繼有人，不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港商義不
容辭的義務。

以行動吸引港青建設大灣區
習主席強調，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
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新家園協會已在大灣區開展
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公益活動與服務，「大灣區青
年家園」已經運行一年多，在大灣區 9 城市設有 20

港深優勢互補打造金融創科引擎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邱偉銘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改革開放的示範。40 年來，深圳堅持實行
「引進來」和「走出去」，積極利用國內
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吸引全球
投資，外貿進出口總額由 1980 年的 0.18 億
美元躍升至 2019 年的 4,315 億美元，年均
增長 26.1%，實現了由進出口貿易為主到
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跨越。當
年港商跨過羅湖橋，引進 「三來一補」；
在蛇口一片片荒地上打樁建房……香港助
力深圳騰飛，也成就了今天的國際金融、
商貿、物流、航運和專業服務中心。
40 年前香港領着深圳走，2018 年深圳
GDP 已實現超越香港。在新時代改革開放
的新形勢下，香港如何自處？我們既要摒
棄盲目優越，也不要妄自菲薄。我們留意
到，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
上，研祥高科技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發
表講話，在港掛牌的研祥智能股價曾創下
1.58元逾1年新高。這說明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可以與深圳的創科業取長補短、
相得益彰。

習主席強調，要抓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
歷史機遇，特別指出要
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河套區
的擁有權屬深圳，管理
權屬香港，受香港法律
監管，但河套區的創新合作仍緩慢。2018
年 2 月 28 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財政
預算案時指出，創科是新時代發展的驅動
力，政府會撥款200億元將用於發展落馬洲
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第一
期，用於土地平整、基礎設施、上蓋建設
和早期營運。
在美國不斷打壓中國科技創新的情形
下，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有利充分發揮港深兩地創科優勢，為國家
自力更生、發展高科技作新貢獻，香港也
有望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走出一條新發展
道路。

學習深圳改革創新別再內鬥虛耗
曾淵滄 博士



淪，今日深圳已成了中國最成功的高科技
中心，也是最強的創業創新城市，引來千
千萬萬的尋夢人。
深圳的成功，有些港人無法接受，感到
心理不平衡。但是，這些心理不平衡的港
人從不自問：香港為什麽會落後？深圳人
人搞經濟建設，香港有許多人只懂得搞政
治、搞內鬥、破壞經濟發展。
習近平於深圳的講話中，提到「要豐富
『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這更值得
港人深思。「一國兩制」與深圳有何關係？
為什麽習近平會在深圳談「一國兩制」？
還有，習近平談到深圳的未來發展指
出：「黨中央經過深入研究，決定以經濟
特區建立 40 周年為契機，支持深圳實施綜
合改革試點，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

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攬
子推出 27 條改革舉措和 40
條首批授權事項。」這說
明深圳將進行進一步改革
創新，而且會用先行先試
的方法進行改革創新。
於是，有港人會問：「今日香港還有什
麼優勢能與深圳競爭？」相信不少人認
為，今日香港仍然有可以自由兌換的港
元，依然是內地企業熱門的集資地點。但
如果有一天，深圳交易所也可以以港元、
歐元、日圓、美元集資，集資所得的外幣
也是來去自由，香港還有優勢嗎？港人的
確需要認真思考如何把握改革開放的機
遇，提升自己的優勢。

重視民意理性專業推進香港司法改革
施漢銘 清華大學法學學士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助理研究員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發表《是時候緊急改革》一文後，
「司法改革」一詞成為香港城中熱話。在經歷為期一年多的修例風
波後，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備受公眾質疑，出現質疑的
主要原因離不開法官對相關案件的量刑不一及在判決書中加入具個
人政治立場的觀點所致。
香港實行的「行政主導」制度中，司法往往較其他兩者獨立，這
點在基本法第 85 條列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更為明確。司法相對獨立於行政及立法，才可避免
法院受到其他機關的干預而做出不公平的判決。因此，雖然基本法
第 88、89 和 90 條中賦予了行政長官對特區法官任免權，但其在大
多情況下，法官一經聘用，行政及立法機關不能輕易解除其職務，
這樣才可體現司法的公正。
在批評香港「法治已死」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沒有受過法律專業
教育的人士。公眾對於法律的了解往往局限於個人的情感和思維，
加上實行普通法系的香港大部分案件的判決書也只提供英文版本，
且當中涉及到很多法律術語及邏輯思維，導致不少人在沒看判決書
前便先入為主，把案件與自己的情感結合而作出判斷，一旦判決結
果與自己預期的有出入便揚言「法治已死」。
法院對案件的判決往往並非全都和公眾預期的一樣，更何況在一
些社會事件上公眾的觀點也不一，否則便不需要受過多年法學教育
和訓練的人士擔任法官。若然香港的法治基石真的被踐踏得如此嚴

重，香港在 2020 年的「法治指數」排名便不會在
128 個司法地區中仍排第 16 位，甚至較人們普遍認
為法律制度較為完善的美國高5名（美國為第21）。
雖說香港的法治大體上依然完善，但修例風波以
來，司法實踐開始出現偏離其原意而導致一系列的不
足。司法改革的目的並非在於加強行政、立法機關對
司法機關的干擾，而是要確保司法機關是在按照其原先的法治軌道
上行走。
例如，為確保司法獨立，在進行判決時司法人員需要具有極高的
水準而避免自己的政見影響判刑。但是在最近一段時間的司法實踐
可見，香港司法界部分人士似乎開始背道而馳，把個人政見加入判
決中，諸如稱投擲汽油彈的少年為「優秀的小朋友」，又如稱讚三
名前「香港眾志」成員為未來「社會棟樑」。對於參與汽油彈案件
的疑犯，其判決結果不禁令人覺得有輕判之嫌疑，當事人不是被無
罪釋放，便是被判予感化令、警誡或社會服務令。
法治作為香港的基石，多年來發揮着維繫國際社會對香港信心的
作用。在近年經歷多次的社會事件後，香港群眾及國際社會對其司
法制度開始失去信心。司法改革的目的在於使香港司法制度重回正
軌，及時挽回各界對香港法治的信任。當然，改革的內容還需得到
社會更多人士的共識，其雖「刻不容緩」，但卻不能「操之過
急」。

習主席講話對香港青年工作的啟示

今年 10 月 14 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深圳經
0 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紀念
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在
香港引起巨大反響。習近
平以數字說明深圳的急速發展：深圳「地區
生產總值從1980年的2.7億元（人民幣）增
至2019年的2.7萬億元（人民幣）」。有人
說「當年如果沒有香港，也不會有今日的深
圳」。這句話沒錯，但問題是深圳不斷進
步，追上香港是順理成章的事。
深圳全民搞經濟建設，不斷改革又改
革。開始的時候，深圳是港商熱門的投資
地點。但是，今日不少港商早已賣掉他們
於深圳的廠房，把工廠搬離深圳，甚至搬
離內地，但是深圳沒有因為工廠外移而沉

融入灣區展所長 破樽頸香港再騰飛

深圳經濟特區舉行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
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高度
肯定深圳 40 年發展成就、賦予深圳新的歷
史使命，宣示了中國政府堅定進一步改革
開放的決心和意志，指明了深圳新發展的
路向，也對香港給予肯定、寄以厚望。
習主席總結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
一，就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促進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
相互促進。習主席還指出，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
擎，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規劃發展
好河套港深創新合作區，吸引更多港人特
別是青少年到大灣區發展等。香港只要堅
持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抓住大灣區發
展機遇，深港優勢互補，攜手共進，一定
能夠成為亞太地區最耀眼的「雙子星」，
香港一定能再次創造令世界矚目的新輝
煌。
深圳特區 40 年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深港
合作共贏史。因為依託香港，使深圳成為

多個服務點，以實際行動吸引港澳青年參與大灣區
建設；新家園協會的「四海一家」項目已帶領數千
名香港青年多次走入大灣區，深入了解祖國發展，
增強愛國情懷。未來新家園協會將不負時代使命，
積極推動大灣區青年共融發展，提升香港青年對國
家民族的歸屬感。
如今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深圳
更是全世界最具活力創新城市，中國的綜合實力、
強大的生命力和國際影響力，與 40 年前相比已不
可同日而語，中央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改
革從不停步，國家的決策尊重科學，以人民的利益
為先，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充分顯示出制度的優越
性，內地成功控制新冠疫情、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迅速恢復經濟，就是典型例子。香港應有十足的信
心克服任何困難，相信新時代改革開放必定再結碩
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
講話，強調要積極深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過去香港陷入泛政治
的氛圍中，錯過了不少機遇，這次
中央出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
千載難逢的機遇，為免「蘇州過後
無艇搭」，港人一定要抱持互利共
贏的心態，好好善用自身優勢，積
極融入灣區以至全國的發展大藍
圖，共享經濟紅利，共創輝煌前
景。
深圳在過去 40 年的歷程中，打造
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可說是國家
改革開放 40 年來歷史性成功變革的
縮影。習主席先後三次視察廣東，
使國家改革開放更上一層樓，所推
政策措施亦更符合人民期望，為國
家發展注入活力。
反觀與深圳一河之隔的特區香
港，自回歸後因為種種的泛政治問
題，錯失了不少機遇，未能突破發
展的樽頸位置。近年，香港更受到
黑暴和外國勢力等影響，嚴重打擊
了經濟發展，社會躁動不安。因
此，當中央去年提出建設深圳先行
示範區時，坊間已有人憑空揣測中
央政府是否有意加強發展深圳，削
弱甚至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云
云。
不過，是次習主席在慶祝大會上
的重要講話，清楚指出要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講話
又 7 次提及香港，包括強調必須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
針，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
展；要推動粵港澳三地經濟運行規
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要充分運用粵
港澳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
年到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促進
粵港澳青少年交流，增強對祖國的
向心力等。中央全力支持大灣區發
展，只要香港聯同大灣區各城巿各
展所長，「做大個餅」，就能共享

繁榮。
事實上，大灣區
發展正是香港千載
難逢的機遇，尤其
經過黑暴和新冠肺
炎衝擊後，香港經
濟受到重挫，如果
港人能好好把握大灣區機遇，不僅
能突破發展樽頸位置，甚至可幫助
拆解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例如在
土地、房屋、未來發展等方面，由
於大灣區橫跨多個城巿，總人口達
七千萬，足以令香港機遇大增，民
生問題得到紓緩。又例如青年向上
流的問題，倘本港大學畢業生在港
難以找到對應的專業工作，他們亦
可到大灣區闖一闖。早前國家容許
香港律師在內地考牌，便是打開方
便之門，令香港律師行生意倍增。
當然，大灣區藍圖為香港開拓了
新出路，但港人要成功開展新征
程，就必須先去除把香港與國家對
立起來的思維，善用語言、法律、
金融、會計、調解等優勢，齊心融
入國家的長遠發展。如果要推動港
深合作至更高水平，香港更應和深
圳成為兄弟城市，猶如家人一般的
存在，互相尊重、配合、錯位發
展，這樣才能取得團隊的勝利，而
非某一城市做「高高在上的大
哥」。
總而言之，面對大灣區城市的進
步崛起，香港必須居安思危，奮力
自強，但也毋須妄自菲薄，杞人憂
天。畢竟香港作為背靠祖國的國際
大都會，本身就具備天時地利，加
上每逢關鍵時刻國家都會出手相
助，足見國家對香港的關愛和支
持。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
金」，期盼香港社會各界能一起投
入大灣區建設，聯同深圳、澳門等
「9+2」城巿兄弟們，互相補位，
各展所長，讓整個灣區經濟做大做
優做強，為祖國發展出一份力。

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 40 周年，國
:
家主席習近平在
3 慶祝大會講話時
指出，「要充分
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
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
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
祖國的向心力。」筆者認為，這句
話道出了對香港青年工作的啟示。
第一，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
作平台。誰來運用？歷屆特首都表
達了自己對香港青年工作的重視，
林鄭月娥特首還將青年發展委員會
進行升格，主席由政務司司長擔
任。但實際上其只是一個諮詢組
織，要真正做到推動青年發展還是
不容易的，資源也較為分散。對
此，建議特區政府學習新加坡，成
立一個青年事務局來專門負責青年
政策的研究，協調各方面資源做好
青年工作，由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統
籌青年工作，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
合作平台，幫助年輕人成長成才。
第二，加強灣區對港青的吸引
力。吸引一方面強調的是被動的狀
態，只有地方「夠好」，才能吸引
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大灣區尤



其是內地的幾個城
市要打造好針對港
澳青少年更好的學
習、就業和生活環
境及配套。另一方
面因為交流是雙向
的，港澳青少年也要主動「被吸
引」，因為打造學習、就業和生活
環境及配套需要港澳青少年參與建
設。
第三，增強祖國的向心力。主要
通過不同方式的教育，教育的內容
是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
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等。坦白
講，目前香港的國情教育和憲法、
基本法教育做得不夠好，應該不斷
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對於教育要集
中處理好誰在教、教什麼、怎麼教
的邏輯關係。
誰在教？主要依靠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老師對國情的認識、對憲
法、基本法的認識直接影響了他們
會教授學生怎樣的內容。教什麼？
如果老師不是真心認同課程內容，
不僅不會教好，甚至還有可能誤導
學生。怎麼教？是硬邦邦地填鴨式
教育，還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體驗式
學習？是教育學生只懂批判，還是
教育學生學會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