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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奮發作為共同實現復興

商報圖說

地緊密相連，回歸後，香港與祖國共同進步、共同發
展。每當風險挑戰來臨之時，祖國都與香港堅定地站
在一起，共渡時艱；同時，祖國實力的快速壯大，也
為香港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更廣的空間。今日的
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工業總量、外貿總
額和外匯儲備等均居全球首位，有足夠的決心、實力
和手段成為香港最堅強的後盾。從粵港澳大灣區打開
的廣闊天地，到 「一帶一路」 搭建的廣闊舞台，再到
「十四五」 規劃描繪的廣闊前景，我們可以感受到，
強大的祖國不僅是香港的底氣所在，也是香港的機遇
所在。

賀國慶夯實凝聚力
金秋十月，喜事不斷，慶祝新中國 73 歲華誕，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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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時代新起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了
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全黨全國人民踔厲奮發、勇毅
前進，必將實現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復興夢想。香港作
為國家與外界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樑，在迎接二十大召
開的過程中，必須做好對外宣傳和國際傳播工作。組
織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活動、重要講話對外宣傳，精心
籌備一系列主題外宣活動，用中國話語和敘事講好中
國故事、深化文明互鑒、促進民心相通，引導國際社
會增進對中國理念、中國道路的理解認同。通過展現
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民眾安居樂業的美好景象，用
事實和數據回擊國際社會上對祖國和香港的詆毀，營
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同時，港澳地區的青年朋友對
國情的認識其實仍有不足，二十大的召開，亦是一次讓
他們進一步認識國家認識黨的良好機會，組織喜迎二
十大的慶祝活動，加強香港市民對這方面的認識，將有
利於培養青年人對國家及特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二十大與每一個中國人息息相關，對香港來說，二
十大的召開，意味香港將開啟發展的新機遇、新空
間、新紅利。香港各界除了要認真了解外，更重要的
是落實到個人、社會的工作中，用腳踏實地的行動支
持國家、服務香港。香港唯有奮發作為，共同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才能抓住機遇，搭上國
家發展快車，共享祖國榮光。香港各界十分期待二十
大的順利召開，亦期待今後中央繼續關注特區的發
展，推動香港產業多元，加快區域合作進程，進一步
落實 「十四五」 規劃中對於香港多項國際優勢的定
位，使東方之珠在祖國大地上綻放更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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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中共二十大勝利召開營造了良好環境和濃厚氛
圍。二十大即將在 10 月 16 日召開，這具有深遠的歷
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二十大是我們黨帶領人民
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
「一國兩制」 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與祖國未
來的走向和命運緊密相連，二者休戚與共。二十大的
召開將會決定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黨和國家事業發
展的目標任務和大政方針，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
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而其中必然會涉及港澳話題，對香港影響
巨大。這就要求香港各界要密切關心二十大，扎實做
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築同心的工作，把慶祝國慶
激發出的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熱情傳遞下去，把全社
會的精氣神進一步振奮起來，確保二十大的順利召開。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是一個國家獨特的精神標
識，新中國發展歷程深刻體現了中華文化精神，而香
港同胞始終以中華文化為主體，與祖國血脈相連從不
曾割斷。回歸 25 年來，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民
生改善、文教進步，是香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
因此，香港各界同心慶祝國慶、迎接二十大，箇中意
義重大，每一個國慶日、回歸日，都應該是香港市民
重新審視國與人、國與家關係的日子。舉辦一系列慶
典、學習活動，其實就是在追憶一代代人寫下的前行
足印，於紀念中銘記、於慶祝中思考，夯實國家、民
族凝聚力，是香港社會慶祝國慶應有的人文意義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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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為港開新篇
新中國 73 周年華誕剛剛過去，這是偉
大歷史進程中的時間節點，精彩中國故
事裏的承前啟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
領導下，中華兒女匯成排山倒海的巨大
潛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讓中國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創造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
非凡成就。這份來之不易的精彩答卷是我們萬眾一
心、艱苦奮鬥的結果，必將為走好新征程奠定堅實基
礎、凝聚奮進力量。
回 歸 祖 國 25 周 年 的 香 港 ， 到 處 都 掛 上 了 「 中 國
紅」 ，公車、電車、建築物上都張貼了 「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 的巨幅海報，一片喜慶祥和；
各界都在舉辦慶祝國慶的各類活動，充分體現了香港
對祖國的深情祝福與熱愛。香港的命運始終與祖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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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實質。今天，祖國在新時代下更展現出無比蓬勃的
朝氣和無限光明的前景，特區政府更要引導市民樹立
正確歷史觀、國家觀、民族觀、文化觀，讓市民通過
參與各項活動，積澱出國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歸屬
感，激發出現代公民的責任感和義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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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人口減少，2020年中人口為748萬人，最
化，但幅度相對較小。「居民人口」分為「新加坡
1972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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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022年中降至729萬人，高低差距累計2.5%，有
公民」與非華人的「永久性居民」。前者疫前每年
人高呼這是「移民潮」云云。新加坡方面，近年人
增約2萬至3萬，惟2021年也跌2.5萬，到2022年則反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逾100萬人病逝，這已成為
香港人壽命愈來愈長，去年女性和男性的預期壽
口同樣減少，2020年中人口為568萬人，2021年中
彈5.5萬，即完全補回對上一年跌幅。後者每年變數
當地第三大死因，另外心臟病和癌症同樣死得人
命，連續兩年成為全球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超過
減少4%至545萬人，2022年中雖反彈至逾563萬
約莫幾千，2021年則大跌3.2萬，但到2022年卻反彈
多。事實上，自2012年起，美國人均壽命增長在去
此前長期第一的日本。這無疑是受益於港府對醫療
人，但仍較此前少約1%；不禁要問，難道新加坡也
3萬，即同樣補回對上一年跌幅。
年大跌前均停滯不前。比較回歸前後的25年，香港
的投入，為市民的生命健康把好關。
出現了「移民潮」？
香港人口變化跟新加坡類同。香港人口統計分為
和美國的預期壽命此前差距僅介乎1歲左右，現在
根據統計處年刊，查回歸前25年，香港女性和男
新冠疫情無疑才是兩地人口減少主因。新加坡統計
「常住居民」與「流動居民」，與2019年底比較，
港人則可平均多活美國人8歲之多。
性的預期壽命，分別僅67.8歲和75.3歲──今時今
局剛發表的數據顯示，期內變化最大的，乃是「非居
截至2022年中，前者累計減幅為2.4%，後者減幅則
長壽是福，但活得精彩也漸受世人重視。香港在
日
，60多歲只算中年，70多歲亦難言老。至
民人口」，即可在當地就業、學習或生活的外國人，
近30%。
單計2021年便銳減近17.5萬人，而2020年亦減逾
上述新加坡經驗，除肯定了疫情對人口變化的影
成功推高人均壽命以外，亦須提高安老服務質素，
1997年，兩性預期壽命分別增至77.2歲和83.2歲，
3.5萬人；不過，隨新加坡放寬入境要求，2022年
響，其中非本地居民乃跌幅重災區，此外還預示了
包括繼續增加醫療投放、增建安老院舍，以及改善
到2020年進一步升到82.9歲和88歲。
則見反彈9.7萬人，但整體仍較疫情前少逾10萬人。
只要重新通關，疫情期間流失的人口便將回流，不
長者生活安全網等。長壽兼樂齡，香港尚有大量工
別以為，醫學昌明是長壽保證。似美國去年人均
過來自外國的人口則料需一段時間才可完全恢復。
佔整體人口七成的「居民人口」，期內亦出現變
作可做，當中絕對「沒有最完美，只有更完美」。
壽命便下降1.8歲至77歲，創出75年來最大降幅；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
年國慶日，新一屆特區政府舉辦隆重的
學研集 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以示慶祝。許多大
中小學也舉辦了不同的活動慶祝國慶，
市面上更是掛滿大大小小的國旗。市民大眾則在這一
天領取了消費券歡度國慶節。香港慶祝 73 周年國
慶，也須更好地了解國慶的意義，更準確地認識 「一
國兩制」 下香港和國家的關係，明白香港作為國家的
一分子，與國家命運與共、休戚相關的道理，更積極地
投身於國家的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5000 年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中
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全人類的文明作出傑
出的貢獻。1840 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中
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積貧積弱，香港也被英
國侵佔，受到長達百年的殖民統治。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鴉片戰
爭以來，中國近現代史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從這一
天起，中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中國人
民站了起來，當家做主人，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建
設自己的國家。
新中國成立 73 年的歷史波瀾壯闊，創造出一項又
一項奇。這 73 年的歷史，概括起來說，就是中國
人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1997 年，
香港回歸祖國，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 ，洗刷了百年
恥辱，完成國家完全統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市民真正
當家做主，用自己的雙手，建設自己的家園。

國家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香港回歸的 25 年歷史中曾遭遇多次重大的衝擊和
困難，都因為有國家作為強有力的後盾而戰勝困難，
得到更好的發展。不論是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2003 年的沙士疫情，還是 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香港都在國家的強有力支持下，在一次又一次危機中
穩步向前發展。
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採取積極有效的舉措，紓緩

民困、恢復經濟，推動 「一國兩制」 踏上新的台階，
尤其是 2019 年，香港因修例風波引發前所未見的暴
亂，社會不穩、民心不安，中央果斷出手，制定國安
法、落實新的選舉制度，讓香港的 「一國兩制」 重回
正軌，走上新的發展台階。
香 港 市 民 慶 祝 73 周 年 國 慶 ， 更 須 了 解 國 慶 的 意
義。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從來都是
與國家命運與共、休戚相關。滿清末年，國家積貧積
弱，飽受列強侵略，香港遭受恥辱；新中國成立，並
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才能讓香港洗刷
百年恥辱。國家改革開放，穩步發展，積極參與全球
治理，廣交朋友，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讓香港有很
大的空間創造出許多經濟奇，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

港人應積極投身國家建設
未來，香港的發展仍須依靠國家。香港社會存在許
多經濟民生的難題，只靠香港自身很難解決，更需要
有國家的支持，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借助內地
的強盛經濟動力，香港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國際社
會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關係緊張，金
融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戰爭危機一觸即發，香港
也須依靠國家的保護才能應對好各種危機和挑戰。
香港市民必須明白，國家是香港最強有力的依靠。
國家穩定，香港才能穩定；國家發展，香港才能保持
持續發展，解決一系列經濟民生難題；國家富強民主
文明，香港市民在世界上才有尊嚴和榮耀。香港市民
同樣身為中國人，不僅有責任建設好香港，也須盡中
國公民的責任，而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維護好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再過 27 年，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 周年，中國將建設成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現在，全中國人都在向這
一目標發奮圖強，香港市民也應更積極地投入其中。

大灣區給青年科創帶來機遇
大灣區青年專才協會會員 林嘉俊
9 月初香港投資推廣署主辦的香港創業
節剛結束，觀看次數達到了 20 多萬人次，
是香港創業界最大的盛事之一，也反映了
更多人對科創增添興趣和重視。可是，創
業已經慢慢變得更專業化，要嘗試還是先從了解開始。
香港政府近年來一直大力推動創科跟大灣區的聯
動，投放了近 1300 億港元支援創科發展，模式上更
主動開放。比如創新及科技基金每年向 16 所國家重
點實驗室、6 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提
供的有關資助倍增至 4.4 億元，以此推動研發、培育
本地人才並促進與內地機構的合作和交流。作為專業
人士，但首次參與科創的新人也可以從學校、香港科
學園及香港數碼港等地方和機構獲得更好了解科創的

灣區
青年

機會，更能獲得專業的創業培訓和補貼支持，客觀條
件跟 5 至 10 年前相比已經改善不少。
就市場而言，香港在頗多行業的市場規模太小一直
為人詬病。創業風險是很高的，在熟悉的環境可以聯
動身邊的資源，是創業者能堅持下去的重要條件。所
以人在香港，在這裏創業其實是很合理，站穩腳跟後
如何成長才是創業能否成功的分水嶺。其中大灣區作
為中國科創發展的重要引擎、供應鏈的重地、科創人
才的集中地，地區政府給予港澳人士的補貼比較多，
如果可以在創業早期規劃進入大灣區市場，將會是不
少在港創業者從生存到擴張的關鍵。
在利率上升跟通脹風險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感覺最
近兩年資本市場進入了寒冬期，但是對於尚未進場，
有志創業的朋友來說並不是壞事。各個行業的調
整， 「汰弱留強」 的競爭規則讓真正給市場提供價
值的創業者留下來，遇到適合的團隊說不定更是醞
釀點子的好時機。而且很多大企業都開始意識到擁
抱科技與創新的價值，要麼成立基金，要麼成立內
部創新團
隊，側面了
解科創的機
會早已不
缺。
創業的征
途肯定是充
滿曲折和困
難的，也不
是每個人都
適合，找到
自己熱愛的
事情並勇於
追求才是最
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