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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習近平
主席近日在慶祝大會
上發表講話，表示對
深圳寄予厚望的同時
多次提及香港，強調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深圳發展至今所取得的成績令國人驕
傲，令世界讚歎。
回望過去，可見深圳的成功有三大因
素：其一是決策，鄧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經
濟特區，這一創舉着實地推動了深圳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其二是環境，
深圳毗鄰香港，得天獨厚，在特區建立早
期依託香港跨境帶來的資源、經驗和管
道，都是深圳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可以說在「深圳速度」中，香港起到了特
殊的推動作用；其三是人才，一句「來了
就是深圳人」顯示出深圳的包容，吸引來
自全國五湖四海的人到深圳奮力打拚，是
深圳取得今日成績的基石。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會上講話不忘香港，
應令港人倍受鼓舞。近年來香港飽受紛爭
之苦，社會爭議不斷、暴力事件層出不
窮，致使發展停擺，經濟下滑，加之疫情
影響，更是雪上加霜，此番局面着實令人
惋惜。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猶如「大
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而香
港本身實力不淺，無奈頹廢如今，更應重
拾信心，借鑒內地城市發展經驗，積極尋
求改變。
粵港澳大灣區是當前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之一，香港與深圳作為兩個相鄰核心城
市，應充分發揮引擎作用，將香港的金融
優勢與深圳的科技優勢加以融合利用，雙
引擎共同發展以推動自身與大灣區的建
設。40年來，深圳與香港相輔相成，當下
香港欲衝破困局更是少不了深圳的支持。
港人要自救，要發展，則應放下偏見，保
持謙卑，與內地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認可，投身大灣區
建設，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中去。相信在
大家的信心和努力下，深圳能展翅，香港
亦必能現出無限光輝，一同騰飛，閃耀中
華。

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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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逸華 汕頭市政協委員 九龍西潮人聯會常務副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南下深圳，出

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活動
並發表了重要講話。此前習主席
專程前往潮州、汕頭調研，在潮
汕掀起了一股習旋風，為潮汕文

化名城和商貿名城各展所長增添了巨大動力。當天所
見，不論是潮州的牌坊街還是汕頭的小公園開埠區，
市民揮舞着國旗，沿街夾道歡迎習主席，到處都是仰
慕習主席丰姿的民眾，歡呼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
場面感人。
40年前，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
了興辦經濟特區的重大決策，汕頭是全國四個經濟特
區之一，雖然今日汕頭無法與深圳比肩，但潮汕人以
「敢拚才會贏」的精神，在世界發揮了長遠和巨大的
影響力，卻是不爭的事實。5000萬潮汕人分別以1500
多萬人居住在海外的人口眾多優勢，以1500多萬人散
布在全國各省市的無窮力量，以1500多萬人居住在潮

汕本土的人力源泉，為所在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為
全國各省市的經濟互通，為潮汕本土的經濟創新，作
出了巨大的貢獻，以至潮汕人一直以來受到海內外的
褒獎和讚賞。
隨着深圳特區領軍四個經濟特區和全國經濟的大好

形勢下，相信潮汕地區在習主席親臨調研指導之下，
必將產生巨大的推動力，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創新現
象，既為潮汕人爭光，也為國家乃至世界各國各地區
產生長遠而且正面的影響。
香港潮汕人100多萬，心向祖國，情繫家園，40年
來，不論商界、學界還是其他界別，都積極參與家鄉
的建設，積極為推動家鄉的經濟發展出謀獻策。深圳
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成
就，這對潮汕地區是一種積極的推動力，以深圳經驗
為榜樣，因應潮汕本土的獨特優勢，遵循習主席的指
示，啟動潮汕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創造具潮汕特色的
業績，永立潮頭，耀眼世界。

習主席在汕頭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的
大變局。潮汕人應該積極適應和推動這個大變局
朝着國家發展的軌道前進。40年來潮汕的發展，
既展現了潮汕人的創新精神，也展示了潮汕人秉
承數百年來的優良傳統，以熱愛祖國、熱愛家鄉
的不二之心，一步一個腳印打造出今日的新潮
汕。潮汕人知道，改革開放是大踏步趕上時代的
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潮汕的必由之路，是決
定潮汕命運的關鍵。
新時代賦予潮汕人新的歷史使命，正如習主席的
指示：「越是環境複雜，我們越是要以更堅定的信
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值
此習主席視察深圳的契機，藉此習主席親到潮汕調
研的東風，在慶祝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的大喜日
子，潮汕人也要為新征程譜寫新篇章，相信潮汕人
一定會把潮汕建設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試驗
平台。

潮汕人要為新征程譜寫新篇章

戴耀廷抗爭計劃的策略之一，
是改變「獅子山精神」的內涵。他
認為香港傳統的「獅子山精神」已
經過時，因為追求物質利益，過於
強調「利益優先」和維持社會秩

序。要建立「新獅子山精神」的論述，把追求平等、
人權、民主、法治、公平、公義等普世價值變成「新
獅子山精神」。戴氏言行可謂膽大包天，竟敢在全體
港人的祖墳上動土，玩弄偷樑換柱的把戲，全盤否定
包括他父輩在內數代港人創建的「獅子山精神」。他
的所謂新論述：
第一，褻瀆了港人列祖列宗。香港是多元移民社

會，所以先輩們強調同舟共濟；由於資源匱乏，先輩
們崇尚勤勞節儉、刻苦拚搏；由於沒有家傳，先輩們
奉行自強不息。由此構建了「獅子山精神」，成就了
香港，哺育了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精神遺產。怎麼能
說「獅子山精神」只是貪圖物質利益呢？再說，追求
物質利益不就是追求幸福生活和繁榮發展嗎？沒有祖
輩的勤勞刻苦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祖輩的追求又何錯

之有？難道戴某人是喝西北風長大的嗎？
第二，毫無香港特色。戴耀廷所說的民主自由新

論述，可以是美國精神，可以是英國精神，也可以
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精神，因為它就是普世價
值。把全球共性的追求變成地區個性的追求，戴某
人怎麼能犯這種低級錯誤呢！「獅子山精神」就是
「香港精神」，必須具有鮮明的香港特色，反映港
人世世代代的價值追求和精神風貌。再次告訴戴某
人，「獅子山精神」就是同舟共濟、勤奮節儉、刻
苦拚搏、自強不息。離開了這些就不是「香港精
神」，就是忘本和背叛。
第三，不符合真實情況。世世代代的港人並不是只

貪圖物質享受，相反，港人也執着純潔、高尚的精神
追求。事實證明，戴耀廷及其西方主子更虛偽、更逐
利。過去的八國聯軍在圓明園不是瘋狂地追求物質利
益嗎？今天的美國不僅追求現實利益，而且不講規
矩、不要顏面地搶奪現實利益。一味圖利的正是戴耀
延和黑暴的頭頭們，政治組織是他們謀利的公司平
台，「民主自由」和「五大訴求」是他們販賣的虛擬

產品，黃企、黃店和大大小小的支持者是他們圈錢的
對象，貪污、募資和眾籌是他們賺錢的手段途徑。戴
耀廷用民主黨的錢辦民主派初選，自己賺錢不說，還
反過來暗算民主黨一把，手黑心更黑，可算是政治生
意的高手；黃之鋒一天也沒工作，卻有數千萬買兩套
豪宅，不停變換女友到五星級酒店開房。他隔三差五
哭窮眾籌，每天下館子為黃店打廣告正是為了圖利；
現在「攬炒巴」與同僚勾心鬥角鬧分家，也是為了多
分1600萬的眾籌款。真是做了婊子，還要立牌坊！可
憐一群愚昧的「手足」，出力抬轎還要自掏腰包，被
賣了還要幫着數錢！
第四，不代表香港的發展需要。香港以民主自由、

法治秩序、公平公義贏得東方之珠美名，正是這兩年
被黑暴們破壞殆盡。為什麼黑暴追求民主的同時，不
准別人說話？為什麼要用違法的方式追求法治？為什
麼把自己的公平公義建立在對別人的不公之上？莫道
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蕊。相信黑霾一定很快被
驅散！香港未來最需要的仍舊是繁榮穩定發展，更需
要繼承和發揚祖輩留下的「獅子山精神」。

閻偉寧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遠略（香港）智庫博士

先輩創建的精神家園不容褻瀆
—戴耀廷「抗爭計劃」之批判（二）

周厚立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來到

廣東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考
察汕頭、深圳等地區。在汕
頭，習主席向全世界宣示中國
繼續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昭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高度概括了汕頭
經濟特區的使命和方向，勉勵汕頭僑鄉共同推動
建設開放型經濟，極大地提振了汕頭在複雜環境
中繼續發展的士氣。汕頭經濟特區作為改革開放
後最早建立的經濟特區之一，在特殊歷史節點上
更須積極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以大灣區建設做
深做細經濟特區事業，廣泛團結僑胞僑鄉發揮暢
通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特殊作用，乘勢而上、起而
行之，打拚汕頭美好未來。
當前，國家發展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複雜程度不亞於40年前。汕頭
作為經濟特區，任務更加艱巨。習主席在汕頭考
察時表示，特地來汕頭經濟特區考察調研，就是
要向國內外宣示將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道路。習
主席的講話清晰地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意志和決心信心，廣大
潮汕鄉親和在外同鄉都深受鼓舞，面對複雜發展
環境士氣更盛。汕頭需要更好借鑒更多成功經
驗，走好自主創新和更大開放的路，積極參與新
時代改革開放，打拚汕頭美好未來。
「十四五」即將啟程，汕頭需要明確路向，把
握時機，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習主席來到汕頭市
小公園開埠區考察調研時提到，要充分利用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共建「一帶一路」等重大機遇，
在新時代經濟特區建設中迎頭趕上。習主席講話
高度概括了汕頭經濟特區的使命和方向。汕頭作
為「一帶一路」的重要門戶，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有助發展外向型經濟，應該成為未來大灣區東翼
的重要支撐點和核心城市，今後須在「深汕特別
合作區」、「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等
開放舉措基礎上，做深做細汕頭的經濟特區事
業，體現擴大對外開放優勢和加快粵東地區振興
發展的重要意義。
汕頭是全國著名僑鄉，汕頭經濟特區因僑而

興。習主席考察汕頭時，肯定了廣大華僑的愛國
愛鄉之情，還鼓勵家鄉人民要奮發進取、以更大
魄力、在更高起點上廣泛團結，共同推進改革開
放，強調汕頭經濟特區要根據新的實際做好
「僑」的文章，加強海外華僑工作。在經濟特區
建立40年之際，習主席講話勉勵汕頭僑界鄉親投
入家鄉建設，對汕頭推動開放型經濟，具有深刻
的啟示意義。數據顯示，汕頭經濟特區建立40
年來，累計引進外商投資企業5000多家，累計
實際利用外資93.8億美元，近九成為僑資。華
僑資源豐富是汕頭獨特優勢，汕頭須利用好華
僑發展平台，以僑胞僑資成為暢通國內國際雙
循環的重要連接點，在大灣區建設中助力汕頭
實現同步發展，為全力以赴推動汕頭經濟特區
改革開放再出發抓住機遇，乘勢而上，起而行
之，引領更多在外潮人繼續支持家鄉建設得更
加美好。

汕頭應乘勢而上打拚美好未來
張業勇 海南省政協委員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特區建立40

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要促進內地
和香港澳門融合發展，以及積極深入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內地龐大的市場
及繼續對外雙向開放，將為香港經濟的

恢復和增長提供龐大機遇，香港要鎖定正確的發展方向，
力爭更多的資金、人才、科技等生產要素匯聚，讓香港經
濟能多向度、多層次地蓬勃發展，在百花競艷中發揮好自
身的獨特性和優勢。
近期，國家積極謀劃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總體看，「雙
循環」有兩層內涵：一是發展「內循環」經濟，夯實內
需「根據地」；二是以高水平的開放推進「外循環」。
這是在百年大變局歷史關口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
變，關乎香港的未來；後疫情時期的香港，需要把握
「雙循環」帶來的新機遇，聚焦內地市場商機，並在其
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國家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釋放的政策紅利，以
及國家向「內循環」的經濟轉軌，都會為香港經濟轉型與
發展提供堅實保障與強勁動力。近年來，香港經濟發展面
臨諸多困難，要素成本高昂、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外部需
求疲弱、新的增長動力沒有形成。再加之近幾年香港社會
政治事件的負面影響和新冠疫情的巨大衝擊，怎樣突破發
展瓶頸，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香港應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種種利好政策和機

遇，以及國內擴大內需的重大經濟戰略轉向，更多地參與
到建設龐大的區域經濟中去。14億人口的龐大消費需求，
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的巨大投資需求，發展高端製造、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帶來的產業發展需求等，
都為香港產品研發、設計和內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應在推進金融互聯互通、投融資便
利化，促進資金要素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等金融優勢領
域，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而大灣區深化金融改革
開放，打造開放的市場化環境，對於我國構建雙循環發展
格局也有積極的樣板作用。
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是中國經濟「外循環」的重要節

點，香港的國際優勢，不僅是在會計準則、司法公正、
公民和私人機構運作等方面達到國際水平，在專業金融
服務方面同樣如此。香港有資本市場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和網絡，勢必將引領香港在金融和專業領域下發揮超級
聯絡人的作用。當前全球多邊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格局
正在形成，消費中樞向內收斂也會為新一輪貿易分工打
下物質基礎，香港應借全球價值鏈體系的重構尋求發展
機遇。此外，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還可為國家的金
融創新提供支持，積極參與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的研
究，開拓數字貨幣在跨境貿易、跨境融資、跨境結算等
方面的應用。另一方面，香港需要繼續發揮橋樑優勢，
進一步便利國際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同時加強內地企
業或資本「走出去」的平台作用，以自身的優勢，助力
國家更高水平的開放。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但國家對改革開放的堅持一直非

常穩定，並確定以國內及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
局來推動經濟發展，相信在面向國際，「一國兩制」制
度及一直擁有的低稅制、司法獨立等優勢下，可令香港
作為門戶、樞紐和優質平台的角色，發揮更關鍵和積極
的作用。

加快與內地融合 積極參與國內大循環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今年正值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經過多
年發展，深圳由一個小漁村躋身全國一線城
市，特別是過去10多年，深圳大力發展創新科
技，已經從早期以加工、生產為主轉變成新興
產業和高科技產業加速發展的創新城市。作為

國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飛躍，締造
了「深圳奇跡」，成績有目共睹。在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
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深入總結了深圳特區的成功經驗，強調要
全面深化改革，建設第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中央大力推動深圳發展，將重點發展金融、放寬市場准入，增
強深圳在大灣區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引發外界關於「深圳是否要
取代香港」的討論，更有人擔心香港會不會因此被邊緣化，從而
削弱競爭力？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要發展戰
略，大灣區內九市兩區各有不同的分工和定位，只有取長補短發
揮協同效應，才能實現合作共贏和效益最大化。深圳是「重要引
擎」不代表香港不重要，兩地發展息息相關。此外，習近平主席
在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7次提及香港，進一步明確了深港未來的合
作方向，並對深港合作提出了最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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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
進」，足見對香港的關注。
展望未來，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須從自身做起，主動
把握機遇，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推動深港合作，構建新的發
展格局。
首先，立足本土，善用制度優勢，提升自我競爭力。香港要不

斷鞏固和提升自身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
地位，充分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國際化、知識產權、司法獨
立等國際優勢，共享與國內融合方面的資源及經驗，扮演好「超
級聯繫人」角色的同時，更要積極參與其中，不斷打通國際國內
兩個市場，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對內做好溝通橋樑，以尋求更多
合作發展的新空間。
其次，優勢互補，加強合作，尋找新增長點，促進多元發展，
拓展生活空間。科技創新是大灣區發展的重心，香港能夠憑藉其
堅實的科研基礎和卓越的人才庫，積極參與到大灣區的科技發展
中去；同時可以打破香港地方小、產業單一的局限，利用大灣區
資源，進一步推動人才、資金、信息、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境流
動，互聯互通，為深港合作融合注入新活力。此外，加強兩地在

教育、醫療、安老、房屋、交通等民生領域的交流互動，汲取各
自所長，創造一個更加宜居、宜業、宜遊的空間。
最後，全力協助港青發展，增強對國家的向心力和主人翁意

識。青年是香港的未來，更是國家的未來。香港近年來政治風波
及社會動盪不斷，加之近一年多疫情肆虐，經濟發展每況愈下，
影響了一批港青前途未卜、求學就業艱難。部分港青更是對內地
心存偏見，在此筆者呼籲香港政府嚴把教育關，從源頭培養香港
青年一代的家國情懷，同時希望更多社會人士能夠組織兩地交流
活動，讓香港年輕人走出去，通過深度參訪及實習就業等活動，
多到內地走走看看，消除誤解與偏見，讓本港人才，特別是青年
一代，能夠有機會參與國家經濟發展，把握就業、創業、實習、
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種種機遇。
香港與深圳僅一水之隔，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深圳
特區建立40載，兩地互惠共贏，互相成就。國家為深圳提供利好
政策，對香港來說是挑戰，更是機遇。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
潮中，筆者相信，只要香港能夠立足本土，揚長避短，與深圳兩
城強強聯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未來必將大有可為。

立足本土把握機遇 港深同行未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