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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商界
任夏寶龍日前就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
講話精神進一步作出深入和權威解
心聲
讀，為香港各界更準確掌握習主席提
出的 「四個必須」 、更全面貫徹落實習主席對香港發
展的 「四點希望」 提供重要的引領錦囊。對工商界而
言，我們應從三大方面更好領會習主席講話內容的重
點意義，並積極思考如何更有效發揮工商界和商會功
能，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把習主席對香港發展
的囑託落到實處。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夏主任指出，習主席強調 「一國兩制」 符合國家及
香港根本利益，必須長期堅持，充分彰顯了中央堅定
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歷史自信和堅定意志。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關鍵，是把落實中
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統一起
來，而落實 「愛國者治港」 更是香港有效實踐 「一國
兩制」 、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香港每名市
民都是 「愛國者治港」 的參與者、受益者，也理應是
堅定的維護者，而不是旁觀者。
事實上， 「一國兩制」 讓香港的獨特優勢得以有效

發揮，是最佳制度保障。香港新選制全面落地生根，
賢能的愛國者進入特區管治架構，鞏固了香港由亂到
治的良好局面。香港工商界必定全力支持和配合貫徹
「一國兩制」 ，堅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 ，確保香港
繁榮穩定，鞏固營商環境和提升長遠競爭力。

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習主席講話中更對香港引以為傲的 「金字招牌」 如數
家珍，包括傳統三大中心地位、高度的自由開放、一流
的營商環境，以及兩次提到了要保持香港的普通法制
度。夏主任重點總結了習主席講話中提到的 「兩個珍
視」 ，即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
顯著優勢，香港居民很珍視，中央同樣很珍視」 。
香港中華總商會對推動香港產業發展一直不遺餘
力。我們認為，香港既要鞏固傳統產業的競爭優勢，
也要積極拓展新興產業發展，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必須穩步推進與內地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
開展金融創新，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完善作為內
地對外投資的中介渠道，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香港更要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吸引龍頭企業落
戶，鼓勵創投基金扶持初創公司做大做強，並促進香
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深化協同合作，共拓更龐大發展

空間。

積極發揮香港橋樑對接功能
夏主任亦重點闡述了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到的 「三個
全力支持」 ，包括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
機遇，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交
流合作，以及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憑藉國家
作為香港的最堅強後盾，香港應全力以赴，不負中央
期許。
面對新冠疫情和國際複雜局勢，我認為香港需要有
突破思維，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內 「大循環」 參與者
和國內國際 「雙循環」 促成者的功能角色，以粵港澳
大灣區作為切入點，對接區域經濟合作和 「一帶一
路」 發展商機，實現與國家互利共贏。香港更要致力
保持與西方在經貿、文化的交流互動，努力扮演中國
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橋樑，同時擴闊自身發展空間。
總括而言，正確把握習主席講話背後的理論和實踐
邏輯，讀懂夏寶龍主任的重要解讀，對促進香港未來
發展有重大意義。香港中華總商會亦將積極發揮作
為推動工商界參與國家發展的重要橋樑，向世界各地
宣講國家發展機遇，真正做到立足香港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

美企圖深化經濟遏制中國
周八駿
美國以中國為其主要對手、全
面遏制中國戰略，始於特朗普入
主白宮約一年後。所謂 「全面遏
制」 ，是相對於之前約 40 年中美
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對中國
實施的既接觸又遏制戰略。特朗
普政府在約 3 年時間裏，在經
濟、政治、科技、金融、文化、
教育、軍事等領域，以及官方和
民間兩個層面，都對中國採取打
擊和壓制手段，甚至散布 「脫
」 的輿論。但是，突出的舉
措，是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和竭力封殺華為。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爆發後，美國朝野開
始談論與中國在產業鏈、供應鏈上淡化聯繫，甚至出
現要求與中國 「脫」 的聲音。但是，主要側重於防
抗新冠疫情直接關聯的若干行業。

鑪峰
遠眺

美西方戰略上依賴中國程度深
研究往往先於行動。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2020 年 5 月 14 日發表一份
48 頁的報告，分析 「五眼聯盟」 依賴中國產業鏈的情
況，提出擺脫中國產業鏈的建議。
該 報 告 基 於 聯 合 國 商 品 貿 易 統 計 資 料 庫 （UN
Comtrade），對 5910 種商品子集進行衡量，以評估
「戰略依賴」 程度。該報告定義，一個國家某件商品
如果 50%從中國進口，該國就在戰略上依賴中國。該

報告認為， 「五眼聯盟」 在戰略上依賴中國 831 種產
品，其中，260 種為關鍵國家基礎設施所必需，包括
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等電子產品，抗生素、止痛藥、抗
病毒藥物所必需的醫療成分等。具體而言，澳洲 595
種商品在戰略上依賴中國，其中，167 種應用於關鍵
國家基礎設施；新西蘭 513 種商品在戰略上依賴中
國，其中，144 種應用於關鍵國家基礎設施；美國 424
種商品在戰略上依賴中國，其中，114 種應用於關鍵
國家基礎設施；加拿大 367 種商品在戰略上依賴中
國，其中，83 種應用於關鍵國家基礎設施；英國 229
種商品在戰略上依賴中國，其中，57 種應用於關鍵國
家基礎設施。 「關鍵國家基礎設施」 主要包括通信、
能源、醫療衛生、交通等行業。
至今，採取實際行動開始與中國在產業鏈上脫
的，惟有美國。標誌性事件便是拜登 2022 年 5 月亞洲
行時所推出的 「印太經濟框架」 （IPEF）。印太經濟
框架四部分之一，便是構建所謂以共同 「民主價值
觀」 為基礎的產業鏈，排斥中國。
美國選擇的第一個突破口，是打造美國領導的全球
晶片產業鏈。2022 年 3 月，拜登政府提議美國、韓
國、日本和中國台灣組成 「晶片四方聯盟」 （Chip
4）。拜登作為美國總統首次訪問亞洲的第一站選韓
國。最近，白宮敦促韓方在 8 月 31 日前答覆是否加入
「晶片四方聯盟」 。
特朗普啟動的對華貿易戰尚未結束，拜登開始構建
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為分界，完全排斥中國的產業
鏈、供應鏈。美國全面遏制中國不斷深化、變本加

厲。

中國應以兩手應對
中國要以兩手來應對。首先，我國要借助作為全球
132 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和全球最大單一國家市場
的優勢，反制美國構建排斥我國的產業鏈。其次，我
國要利用絕大多數國家甚至美國不容易與中國脫，
來爭取打造我國內部產業鏈和重組對外產業鏈的時
間。
就韓國而言，我國既是其最大貿易夥伴，也是其晶
片龍頭企業的重要投資地。根據韓國貿易協會（KITA）的數據，2021 年韓國 690 億美元的存儲晶片出口
中，48%輸往我國。韓國的三星電子在我國西安的工
廠所生產的 NAND 閃存，佔其 NAND 閃存產量的 40%
以上。韓國的 SK 海力士（SK Hynix）在我國無錫生
產的 DRAM 晶片，佔其總產量的 45%。即使韓國決定
加入 「晶片四方聯盟」 ，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等也
不可能立即撤出中國。盡可能圓滑地撤出，是這一類
企業的希望，也符合我們中國的利益。
當然，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們不能對美國執
意全面遏制中國抱不切實際的期望。美國政府可能因
應情勢而調整甚至暫時放緩排斥中國於全球產業鏈的
部署。但是，阻止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和朝野的共識。一個較好的前景
是，中美兩國在若干次要的產業鏈上保持聯繫。一個
壞的前景是，中美兩國分別參與兩個相互排斥的產業
鏈、供應鏈，經濟呈半球化。

優化政策為港青開新篇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曾家茵
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筆者建議將國民教育標準
化，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
員會主持相關工作，選拔委員設國民教育課程發展
小組，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代表、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代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國民教育機構代
表和大學代表組成，負責為教師提供統一課程，逐
步取代現時推行的校本模式，推動國民教育標準
化。另外，業界以校本模式推行國民教育，教學無
劃一標準。因此，筆者建議教育局訂立課程綱要，
清楚界定各年級的教學目標、內容和要求，以便確
保教學質素，其標準可參考現時大學的國安教育課
充實國民教育體系
程教學框架。
教育局可以為教師提供獎勵機制，包括調整薪酬
回歸祖國 25 年來，香港人的愛國情懷較為薄弱。
點、轉合約和晉升機制，以鼓勵教師提供更優質的國
2019 年的修例風波，更令香港青年的身分認同出現混
民教育。
亂。根據有關調查顯示，18 至 29 歲的受訪者認同自己
習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香港要解決青年的
為 「中國人」 的比率最低，只有 2.2%，反映過去推行
學業、就業、創業、置業問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
國民教育不力。面對如今國際環境愈趨複雜及香港青
港亞太研究所民調顯示，過半數受訪市民認為青年人
年本土意識強烈，現有的國民教育模式已不能符合社
向上流的機會不足夠，更有超過六成半市民認為青年
會需求。因此，筆者認為新一屆政府應該重新檢視國
向上流機會較十年前差，僅一成人認為有足夠機會。
民教育的實施。
然而，香港青年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根基，只有青年
以校本模式推行國民教育存在質素參差的問題，例
具備多元化的技能以及就業機會才能改善當前局面。
如有學校以教育局提供的官方教材，問題不是出自教
因此，新政府應與社會各界合作，官民並進，鼓勵舉
材本身，而是校本模式下所出現 「不知如何教」 亂
辦更多提升青年競爭力及職前培訓活
動，為香港青年開拓多元出路。
根據九龍社團聯會調查顯示，近八
成的受訪者認為 「當下搵工困難指
數」 極高，有半數的被訪者表示在職
人士面對最大的壓力就是未來前景並
不樂觀，這顯示年輕人難以向上流
動。因此，筆者建議加強創新創業的
培訓教育，研究引進芬蘭教學模式並
結合亞洲文化的混合制創業學校，如
馬 來 西 亞 的 Dwi Emas International
School 及 Sri Emas International
School。課程採用生活化的活動教學
模式，學生的評核則分為日常課堂表
現、學科測試及考試評分三部分，結
合香港逐漸成熟的生涯規劃支援課
程，從而提高學生參與度、創新創業
香港應改善國民教育，增強青年身份認同。 能力，全面提升其競爭力，為其提供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並發表七一
重要講話，字裏行間都透露出對香港青
年發展的重視。新任特首李家超參選時
的政綱 「同為香港開新篇」 銳意團結社
會各界、提升管治效能，為青年帶來新希望。然而，
新一屆政府面對社會撕裂，迫在眉睫的青年議題，如
國民教育、青年向上流等，可謂荊棘滿途。因此，政
府官員必須施政有為，才能確保香港未來發展行穩致
遠，並如習主席所提及的 「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
空」 。

港青
講港

今年七一，國家
主席習近平親身來
港出席慶祝香港回
歸 祖 國 25 周 年 大
會暨第六屆特區政
府就職典禮，並發表了重要講
話，揭示了 「一國兩制」 實踐過
去為什麼能夠成功、未來如何取
得更大成功的密碼。日前，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全國港
澳研究會的研討會，進一步深入
解讀習主席的七一重要講話，這
充分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
重視，也幫助各界更好地理解學
習。習主席發表的七一重要講
話，強調 「一國兩制」 是好的制
度，必須長期堅持，為香港的未
來發展指明了方向。毫無疑問，
作為前無古人的制度， 「一國兩
制」 在過去 25 年成功實踐，是
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
石。香港要繼續發揮國家與世界
的橋樑角色，就必須繼續堅持
「一國」 原則，發揮 「兩制」 優
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要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地貫
徹落實 「一國兩制」 ，我們就
必須明白它的完整概念與內
涵。 「一國」 是指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我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
行政區域，故此堅持 「一國」
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國家
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央
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香港有
責任在堅持 「一國」 原則下，充分尊重和維護國家
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任何時候，堅持
「一國」 都是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 「兩制」 始
終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 並統一在 「一國」 之內，
絕不允許用 「兩制」 來否定 「一國」 。

﹁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袁武

更多元化的發展途徑。當港府主動把握和編排青年的
就業方向，將青年向上流動的策略應用在教育之上，
才能培育出擁有更高本領的青年。
筆者期待在新班子的勵精圖治下，能夠培育出香
港、國家甚至世界級的社會棟樑。香港青年擁有愛國
愛港的赤子之心以及敢於作為的胸懷，期望政府優化
教育政策，為香港青年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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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
話題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廣州市增城區政協委員 張業維

深入學習領會習主席重要講話

堅持 一國 原則 發揮 兩制 優勢

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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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而 「兩制」 是指在 「一國」 之內，國家主體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
主義制度。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根本制度是社會
主義制度，並規定了國家基本制度、領導核心、
指導思想等制度和原則，香港堅持 「一國」 原則
亦要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
則。 「一國」 愈牢固， 「兩制」 的優勢愈彰顯。
如果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至高地位、
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否定 「一
國兩制」 的憲制根基。
習近平主席指出：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
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香港居民很珍視，中央
同樣很珍視。」 香港如今由治轉興，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把握 「一國兩制」 優勢、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正當其時。多年來，香港發
展始終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香港充分發揮資金、
技術、貿易、人才、專業服務等優勢，為國家改革
開放和發展發揮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同
時，由於香港人多地狹、資源和空間有限、經濟外
向度高，要實現更大發展，必須用好內地巨大的市
場。香港不可缺席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有了 「一
國兩制」 強有力的制度支撐，香港進一步積極對接
國家發展戰略，更有助於當前探索發展新方向、尋
找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
香港 25 年來的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 在香港
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充分表明，其具有強大生命
力，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
的好制度。今日， 「一國兩制」 實踐和香港未來的
發展，都已經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行而不輟，
未來可期。只要香港繼續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確保 「一國兩制」 事業始終朝正
確的方向行穩致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藉助
內地廣闊的市場、強勁的發展態勢，為自身發展拓
展新空間、增添新動力，就定能借力破解經濟民生
難題，續寫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新篇章！

商報圖說 「阿拉伯之春」後民調：民主當今最好政體？
民主是當今最好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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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否靈丹妙藥？經歷過「阿拉伯之春」的中
東北非人民，愈來愈不以為然，但大多數民意仍認
同民主是當今最好政體。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最新發表第七輪調查，共訪問了阿
拉伯九國逾2.2萬人民，主流民意皆認為民主下經
濟疲、缺效率，但逾半都覺得當前民主制度優於其
他制度。黎巴嫩的認同率最高達81%，其餘各國亦
超過三分之二，最低是摩洛哥的54%
弔詭的
是，當地民意認同民主無助經濟、管治的比率同樣
最低。
值得留意的是，支持民主者雖仍佔多，但近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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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趨勢，例如摩洛哥便從2007年的85%降至
今年的54%，而突尼西亞亦從2016年的85%降至
最新的72%；當問及民主是否永遠優於其他政體，
支持度依然維持多數，惟就沒有那麼凌駕性。逾半
國家的相關認同率，跌至僅逾50%，其中摩洛哥低
至44%，利比亞更得38%。
「阿拉伯之春」距今超過十年，當地人民生活未
有明顯改善，例如民主化最成功的突尼西亞，其人
均GDP居然遜過從前，而在美國戰後民主化的伊拉
克，內部政局仍不穩。究竟阿拉伯走在正確方向了
嗎？又找到最合適的方向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