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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選舉倒數美國期中選舉倒數22週週 國會爭奪戰白熱化國會爭奪戰白熱化
（中央社）美國期中選舉倒數不到2週，爭取

國會掌控權成選戰重點。參、眾兩院由哪黨當家，
將決定總統拜登後半任期是否淪為 「跛腳鴨」，也
會連帶影響2024年總統大選。

美國期中選舉包括國會及地方選舉。在國會部
分，今年眾議院435席全面改選，參議院100席中
改選35席；地方部分36州將選出新州長，另有46
州88個州議院將進行改選。

掌控國會等於掌控國家未來政策及發展方向，
這對面臨連任壓力、急於在任期後半段端出施政成
果的拜登（Joe Biden）來說尤其重要。

拜登所屬的民主黨目前雖掌控參、眾兩院，但
相較眾院8席優勢，在參院席次僅剛好過半，與同
樣占據50席的共和黨勢均力敵；加上美國兩黨近

年意識形態分歧日益擴大，要取得共識越來越難，
拜登政府在法案推動上常遭遇困境。

正因無席次優勢，過去近2年來，民主黨多次
碰到只因黨內1或2位溫和派議員反對，法案就擱
置多時無法推動，或是與共和黨協商許久無果，最
終只能靠兼任參院議長的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在表決平手時投下關鍵票。

根據參議院統計，賀錦麗上任以來共投下26
票關鍵票，是美國史上第3多；拜登8月簽署生效
的 「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就
是靠賀錦麗的關鍵票才通過參院。

因此對拜登來說，若想在2024前成功推動多
項施政目標，包括將6月被最高法院推翻、保障婦
女憲法墮胎權的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入法等，僅維持參院掌控權不夠，還須擴大席次優
勢。

但綜合目前多項民調分析，民主黨取得參院掌
控權的機率雖略高於共和黨，但預估取得席次僅落
在50至51席間，參院 「恐怖平衡」可能持續。

且根據民意調查分析網站FiveThirtyEight預測
，目前賓州、喬治亞及內華達3州選情仍屬 「五五
波」（toss-up），民主黨候選人在前兩州僅以約1
個百分點的些微差距領先，內華達則由共和黨候選
人領先0.5個百分點，參院掌控權最後落誰家，還
很難說。

焦點轉到眾議院。在美國法案要成法，僅在參
議院過關還不夠，還須通過眾議院，但民主黨眾院
選情不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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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百四十億高價，全球首富馬斯克收購推
特並誓言，這支代表推特之小鳥將重獲自由。
這位富甲天下的企業巨人在收購成功之後抱

著一個馬桶蓋走進了舊金山辦公室，第一次事就
是让許多高管走人，包括首席執行官及財務總監
。
當前大家最關心的是推特是否會灰復前總統

川普之賬號，他是在去年元月六日國會山莊暴亂
事件後被推特閉了賬號。
在給一億二千個客戶之公開信中，馬斯克希

望建造一個大家共同之數位媒體辯論廣塲，他認
為，目前對激右或激左之情勢對我們社區是非常
不利的。
我們樂見馬斯克之遠見，但是這些客戶之言

論將是難予撐控，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金錢能使
鬼推磨，我們祝福馬克斯為大家帶來和平而不是
更多的紛爭。

馬斯克成媒體大亨馬斯克成媒體大亨

Another Media Giant Elon MuskAnother Media Giant Elon Musk
With a 44-billion-dollar acquisition, the world’s richest

man, Elon Musk, made himself the owner of the social media
giant Twitter.

Musk later tweeted saying, “the bird is freed.” Right
after his takeover, he fired CEO Parag Agrawal and CFO Ned
Segal. He entered Twitter’s headquarter in San Francisco with
a household sink in his hands and shared a caption that read,
“Entering Twitter HQ…let that sink in.”

Musk said the reason he bought Twitter was,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to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to have a common digital
town square where a wide range of beliefs can be debated in a
healthy manner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Twitter may le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ome back to
use the platform. Trump was a frequent user of Twitter, but was
booted off the service two days following the January 6, 2021,
siege of the Capitol, “due to the risk of further incitement of
violence.”

In an opening statement, Musk said that he, “hopes to
build a common digital media town square where a wide range of
beliefs can be debated.”

We all wish much good luck to this new media giant.
This development also proves that, “money can buy anything.”



【綜合報道】歐盟主要機構達成了一項協議，將
從2035年起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此舉旨在加快電氣
化轉型，並應對氣候變化。

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以及歐盟成員國的談判代
表一致同意，汽車製造商必須在2035年之前實現淨零
排放。這意味著從2035年起，新的燃油車將無法在歐
盟境內銷售。

歐洲議會的主要談判代表Jan Huitema表示：“這
是歐洲重大過渡的開始。”

歐盟氣候變化事務負責人Frans Timmermans發表聲
明稱：“隨著越來越多且價格實惠的電動車進入市場
，歐洲汽車製造商證明，他們已經準備好迎頭趕上。
過去幾年這種變化發生的速度是驚人的。”

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歐盟在製定全球標準
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意味著這項歷史性協
議將具有全球性影響。

去年7月，歐盟發布了名為“Fit for 55”的一攬子
減排方案，其中包括擴大歐盟碳市場、停止銷售燃油
車、徵收航空燃油稅、擴大可再生能源佔比、設立碳

邊境稅等等12項新法案。
作為全球第三大碳排放“大戶”，歐盟的目標是

：到2030年，歐盟境內的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將比1990
年的水平減少55%。

汽車行業在歐洲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約佔歐盟GDP的7%，為該地區提供了1460萬個就業崗
位，但交通運輸行業也是歐盟唯一一個碳排放量不斷
上升的行業。數據顯示，歐洲1/4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
交通運輸。

歐盟禁售燃油車的計劃也遭到了一些保守團體的
批評，他們認為，該計劃將造成所謂的“哈瓦那效應
”，人們會爭相購買二手燃油車，而不是電動汽車。

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議員、談判代表Jens Gie-
seke表示：“有了今天的協議，哈瓦那效應正變得更加
現實。2035年以後，我們的街道可能到處都是老爺車
，因為新車已經買不到或者買不起了。今天的協議關
閉了新技術發展的大門，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這是一個錯誤。”

韓美時隔韓美時隔55年將再次舉行大規模年將再次舉行大規模
空中演習空中演習，，澳大利亞首次參加澳大利亞首次參加

（綜合報導）韓國空軍當日表示，韓美兩國將從本月底至下月初在朝鮮半島上空舉行聯合
空中演習，屆時韓美雙方空軍共將有240餘架軍機參演。韓媒稱，本次軍演是韓美兩國自2017
年以來再次實施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

據報導，韓國空軍方面於28日表示，將從本月31日至下月4日與美國空軍第七航空隊進行
“警惕暴風”（Vigilant Storm）聯合空中演習，屆時韓美共將有240餘架軍機參演。韓軍將有
F-35A、F-15K、KF-16戰機以及KC-330空中加油機等140餘架軍機參演。美軍則有F-35B
隱形戰機、EA-18電子戰機、U-2高空偵察機、KC-135空中加油機等100餘架軍機參演。韓聯
社稱，美方駐紮在日本岩國基地的F-35B隱形戰機將首次在駐韓美軍基地著陸，EA-18電子戰
機來韓參演也實屬罕見。此外，澳大利亞空軍也將派遣KC-30A空中加油機參加這次聯演，這
是澳大利亞軍方首次參加韓美聯演。

報導稱，這是韓美兩國自2017年12月以來，時隔5年後再次實施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韓
國空軍在2018年只進行了單獨演習和小規模韓美空軍演習，2019年則沒有進行任何演習。韓聯
社認為，本次韓美間的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意味著尹錫悅政府不再延續文在寅政府時期縮小和
減少韓美聯合空中演習的政策。

據此前報導，受文在寅政府改善韓朝關係舉措以及新冠疫情影響，自2018年以來，韓美多
場聯合軍演取消、推遲或縮小規模。朝鮮方面認為韓美聯合軍演行動釋放對朝敵意。尹錫悅政
府5月上台以來，已舉行多次韓美聯合軍演。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曾在10月8日就朝鮮批評韓美聯合軍演一事表示，希望有關各方能夠堅
持半島問題政治解決的方向，通過對話協商均衡解決彼此關切。當前半島局勢複雜敏感，希望
有關方避免採取刺激性的言行，要為重啟對話創造條件。

歐盟達成歷史性協議歐盟達成歷史性協議 將從將從20352035年起年起 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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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經濟狀況持續走低，通貨膨脹居高

不下，危機的陰影幾乎籠罩著每壹個普通英國民眾

的家庭，英國人的購物習慣隨之發生改變。據報道

，為了省錢過冬,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願意購買超市

貨架上可以吃、但長得不好看所以便宜的“歪瓜裂

棗”式蔬菜和水果。數據顯示，在壹些大型連鎖超

市中，此類果蔬9月銷量增幅達到38%。同時，比

起昂貴的知名品牌，價格實惠的超市自營品牌更受

民眾喜愛，9月英國超市自營品牌銷量增長達8.1%

。此外，折扣超市Aldi和Lidl也受到熱捧。其中，

Lidl連續5個月成為銷售額增長最快的超市——12

周內增長20.9%，略高於增長20.7%的Aldi。今年，

Lidl的市場份額為7.1%，高於去年的6.2%；Aldi從

8%升至9.3%。

英國家庭正面臨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最大的

經濟壓力。英國凱度消費者指數公司的數據顯示，

9月，英國日用雜貨價格上漲13.9%，漲幅達到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意味著如果消費者

還按照以前的習慣購物，其壹年用於購買日用雜貨

的支出將增加643英鎊，達到5265英鎊（1英鎊約

合8.09元人民幣 ）。凱度公司零售與消費者事務

部門負責人弗雷澤· 麥凱維特說：“生活成本危機

對人們造成很大沖擊，消費者正在設法控制花銷。

”此外，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將通貨膨脹率推至

9.9%，但人們的工資卻未能跟上通脹的步伐。面對

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英國媒體開始教英國人改變

購物習慣，防止自己落入“超市陷阱”，最大程度

地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英國廣播公司（BBC）甚至

推出省錢“小妙招”：如果只想在超市買幾樣必需

品，就不要用購物車。研究表明，用的購物車

越大，買的東西越多。BBC還建議在購物前列壹個

清單、嚴格按清單購物，明確購物預算，在超市只

使用現金結算，避免饑餓時購物等等。

今年冬天，嚴峻的能源危機將考驗英國，更加

節能的廚具、小家電、保暖衣物和電熱毯等商品的

銷量出現明顯增長。據《泰晤士報》報道，英國慢

燉鍋和空氣炸鍋之類的廚具銷量增長53%，羽絨服

和電熱毯的銷量增加8%。此外，有傳聞稱英國今

年冬天可能會采取停電的節能措施，使得蠟燭的銷

量應聲增長9%。

歐洲多國商討構建“天空之盾”
曲線推進防務獨立

近日，14個北約國家和芬蘭的國防

部長商定組建壹個名為“歐洲天空之盾

倡議”（ESSI）的統壹的防空采購與部

署聯盟。

這項由德國牽頭的倡議意在“通過

歐洲國家統壹采購防空設備和導彈”來

建立壹個歐洲的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

而ESSI的背後，也透露出向歐洲防務獨

立“曲線前進”的勢頭。

歐洲謀求打造“天空之盾”
歐洲多國之所以商討構建“天空之

盾”，與近期俄烏沖突有直接的關系，

雙方妳來我往的導彈或遠程火箭炮對射，

讓歐洲多國開始認真審視建立統壹的防

空和導彈防禦系統的必要性。根據北約

發布的新聞稿，該倡議將使所有參與國

可以聯合開發壹種防空系統，該系統采

用可配合使用的現成解決方案。德國國

防部長克裏斯蒂娜· 蘭布雷希特稱，這項

計劃可能尋求采用包括以色列的“箭”-3

導彈防禦系統、美國“愛國者”和德國

IRIS-T SLM防空系統等選項，以便構建

壹個多層次的壹體化防空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箭”-3導彈防禦

系統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和美國波

音公司聯合研制，是壹種具有高機動能力

的中程導彈攔截系統，最大攔截距離250

千米，最大攔截高度150千米，其攔截彈

最高飛行速度可達到9馬赫，同時采用動

能殺傷模式，可在大氣層外的低層或大氣

層內的高層攔截來襲的中程彈道導彈。該

系統配套的EL/M-2080S“超級綠松”雷

達為L波段固態有源相控陣雷達，探測

範圍可達800千米以上。

在“愛國者”系列中，“愛國者2”

系統是海灣戰爭中使用的“愛國者”系

統的增強型,該系統從發現敵方導彈到引

導導彈飛向目標的整個過程約為35秒，

導彈有效射程144千米，最大速度6馬赫

，可攔截射程600千米以內的戰術彈道

導彈。“愛國者3”系統是“愛國者”系

列的最新型號，系統標準配置8個發射

架，每架配備16枚“愛國者3”導彈，

可同時追蹤125批空中目標，引導18枚

導彈攔截，導彈在中程使用慣性制導飛

向預定的攔截位置，並能在飛行中接收

地基雷達的更新數據，在飛行的最後階

段利用Ka波段主動雷達終端導引頭制導

，並以“碰撞殺傷”方式取代過去的

“碎片殺傷”方式，殺傷力更大。

IRIS-T SLM中程防空導彈系統的基

礎，是以德國迪爾BGT防務公司為首的

六國工業集團合作研制的IRIS-T紅外成

像制導空對空導彈。但IRIS-T SLM系統

發射的導彈在IRIS-T的基礎上有所改進，

該導彈配備了全球定位系統（GPS）/慣性

導航系統（INS）技術用於自主導航，同

時還采用集成了推力矢量控制系統的先

進火箭發動機，發動機直徑從原來的

12.5厘米增加到15厘米，此外還增加了

可提高射程的氣動頭罩和射頻（RF）數

據鏈路，導彈采用預制破片戰鬥部，射

程40千米。導彈發射之後通過GPS和數

據鏈路進行中期制導，在飛行期間的對

目標數據更新，引導導彈至目標附近可

攔截範圍後紅外導引頭捕獲目標，因此

對主動和被動幹擾都具有較強的抗性。

據推測，ESSI將會用以上三種導彈

構成高、中、低三層防禦，以強化歐洲

防空反導能力。同時北約副秘書長米爾

恰· 傑瓦訥表示，ESSI也會 “讓歐洲盟

國能夠更加滿意和更加迅速地采購到這

些急需的軍事能力，並優化它們的成本

，同時帶來盟國之間的協同優勢”。

歐洲防務獨立艱難前行
壹直以來，實現共同防務是歐洲長

期追求的目標。二戰後，在英國的倡議

下，西歐國家就建立了共同防禦西歐的

西歐聯盟以抱團取暖。雖然該聯盟剛誕

生不久，其共同防禦功能便被北約替代

，但是歐洲國家此後並未放棄努力。

冷戰結束後，歐盟多國壹直希望在

由美國控制的北約之外建立壹支能夠闡

明歐洲各國安全觀點和執行歐洲防務安

全政策的力量。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

為歐盟多數國家認為，在美國面前，歐

洲任何單個兒的國家都無法挺直腰板說

話。對歐盟而言，僅僅建立統壹的大市

場和新興的歐元區是不夠的。如果歐盟

在安全事務上總要“仰仗”美國，就說

明其在政治上還不夠強大，只有建立獨

立的防務，才能顯示歐洲作為世界政治

舞臺上的壹支重要力量，能在北約不參

與行動的情況下獨立指揮“應對國際危

機的軍事行動”。因此，歐洲有必要聯

合起來，並建立自己的軍隊力量，這對

歐盟推行自己的對外政策以及在國際事

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法、德等歐

盟主要國家與美國發生了很大的分歧，

這更堅定了歐盟成員國建立自己的武

裝力量、自主推行歐盟政策的想法。

從 1992 年《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確立

發展歐洲獨立“軍事臂膀”，到 1999

年赫爾辛基峰會確定建立“歐洲快速

反應部隊”，再到2004年6月成立“歐

洲防務局”，歐洲為爭取防務獨立采取

了壹系列措施，但因長期受到美國及北

約的限制和打壓，這條路壹直走得步履

維艱，充滿反復。不過近年來，歐盟防

務壹體化機制建設取得了較大進展，防

務壹體化“推動力量”日臻完善，如共

同軍事指揮訓練機構加速建設，防務產

業和技術進壹步整合，共同部隊組建和

共同行動經費保障初步啟動等。

而此次的俄烏沖突也在壹定程度上

加速了歐盟防務壹體化的進程。俄烏沖

突下的困境加劇了不少歐盟成員國的不

安全感，歐盟獨立防務能力的必要性更

加凸顯，這在短期內有助於歐盟成員國

克服分歧，團結行動，推動防務壹體化

的落實。如在沖突爆發後不久，2022年3

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歐盟峰會就批準了

《歐盟安全與防務戰略指南》，這壹戰

略指南為歐盟設定了增強共同防務能力

的目標，提供了具體實施方法，是歐盟

防務壹體化進程中又壹個重要事件。同

時自沖突爆發後，歐盟已經通過2021年

3月22日設立的歐洲和平基金（EPF）向

烏克蘭提供了數十億歐元的安全援助。

克裏米亞大橋爆炸事件發生後，俄

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較大規模的導彈和

無人機襲擊，這是ESSI成立的催化劑。

在現代戰爭中，防空反導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如果ESSI未來能夠順利將歐洲該

領域的能力統合，意味著向防務獨立邁

出了壹大步。雖然目前美國軍工產品對

歐盟防務產業依然構成強烈沖擊（“箭

”-3以及“愛國者”導彈都和美國息息

相關），但是未來歐洲努力顯然會開發

自己的代替品，以淡化美國元素。同時

，壹旦ESSI取得預期成果，就意味著這

樣的模式在其他防務領域也具備可行性

。另外此次ESSI是由德國牽頭，而德國

本就是歐盟防務壹體化的主要倡導國家

，其總理朔爾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

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等政客，

都是致力於深化歐洲壹體化的“歐洲主

義者”， ESSI成功以後無疑將進壹步確

立德國在歐洲防務獨立中的“領頭羊”

地位。

尷尬了！再氣化能力不足 數十艘LNG船在歐洲海岸漂流
綜合報導 歐洲國家面臨著

尷尬的現實，壹方面面臨著嚴重

的能源危機，極其渴求天然氣，

另壹方面，數十艘裝載液化天然

氣(LNG)的船只卻在歐洲海岸附

近漂流，無法及時卸貨。

由於LNG終端和輸氣管道

不足，再氣化工廠儲罐幾乎已

經裝滿，無法及時將天然氣輸

送到歐洲各國，這暴露出歐洲

的再氣化能力嚴重不足。

熟悉情況的分析師和LNG

終端的消息人士周壹表示，有超

過35艘裝載LNG的船只在西班

牙和地中海附近漂流，其中至少

有8艘停泊在加的斯灣附近。

壹位業內人士表示，西班牙

本周僅在其再氣化碼頭為貨物提

供了6個泊位，不到在其海岸排隊

的LNG船只數量的五分之壹。

西班牙天然氣運營商Ena-

gas指出，由於產能過剩，可能

會拒絕LNG的卸載，再氣化工

廠儲罐的高位運行預計至少會

持續到11月的第壹個星期。

數據情報公司ICIS的LNG

分析師Alex Froley表示:“我們

看到大量的貨物在西班牙南部

或地中海附近等待，還有壹些

貨物在英國附近等待卸貨。”

Froley補充道，貨物擁堵的

另壹個原因是，隨著冬季的臨近

和取暖需求的增加，天然氣價格

預計將再度上漲，因此壹些船只

也在等待以更高的價格出售貨物

，這足以抵消停泊在近海所產生

的額外運輸成本。

據了解，歐洲三分之壹的

再氣化能力都在西班牙，而

Enagas的數據顯示，西班牙的

再氣化工廠儲罐平均儲量已高

達80%，接近技術極限。

此外，缺乏管道基礎設施也

意味著這些天然氣無法輸送到其

他歐洲國家。東歐和德國最依賴

俄羅斯天然氣，所以管道較為齊

備，但南歐的管道卻有限，無法

將大量天然氣輸送到中歐。

倫敦被爆有數百名“問題警察問題警察””
英媒：只有13人被革職

綜合報導 伦敦警察厅最新内部调查

报告显示：伦敦警察系统中有数百名“问

题警察”，个别警察更是涉嫌刑事犯罪。

据英国《卫报》17日报道，报告披露，

2013年以来伦敦警察厅有1809名执法人员

及其他工作人员牵涉进一宗以上的不当行

为案件。其中，1263人涉案两起、500多

人涉案三至五起，更有41名警察涉案6起

以上，个别警察涉案数目高达19起。

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将这些“问题

警察”称作“穿着制服的罪犯”。而这批

“问题警察”中，最终只有13人被革职，仅

占总数的0.71%。除品行不端外，一些警察

已涉嫌违法犯罪——如被控贪腐、诈骗、交

通肇事、暴力袭击、发布或散播不雅照等。

《每日邮报》披露，一名背负家暴、性侵及

贪腐等7项指控的警察至今在岗，上级对他

的行为进行包庇，甚至认定他的一些性侵、

暴力行为“不构成不端情节”。

这项调查是在 2021 年的

“警察奸杀案”后展开的。

2021年3月，英国女子埃弗拉

德在伦敦南部遭人绑架、强奸

，最终被残忍杀害，而凶手竟

然是伦敦警察厅一名资深警察

。这起凶杀案轰动全英，伦敦警察厅随即

展开内部调查。

报告还披露，伦敦警察厅内部风气败

坏，存在“体制性的种族歧视”。非裔和

亚裔警察的“地位”明显不如白人同僚，

其中非裔警察被控行为不端的比例比白人

高81%。另一方面，伦敦警察厅的性别歧

视现象也十分普遍，在某个部门中，47%

的女性表示在过去半年中受到过性别歧视

。一些部门负责人甚至助长霸凌女性的风

气。有已离职的少数族裔警察向《卫报》

投稿称，伦敦警察厅是个“充斥腐败与歧

视的场所，过去是，现在也是”。这名前

警察还表示，内部调查报告披露的问题仅

仅是“冰山一角”。

伦敦警察厅新任局长罗利在接受英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对于品行不端的警察，

“我们会把他们连根拔除”。罗利还指责前

任局长不作为，他称，“领导者对这样的行

为不闻不问，等同于支持与背书，他们应当

与肇事者同罪。”对于报告披露的情况，罗

利向公众及其他称职的执法人员道歉，并亲

口承认警察厅内有数百人早该被清除出执法

队伍。调查报告的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改进

措施，比如对肇事警察即刻展开调查并革职

，缩短举报受理时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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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張披薩錢就能買毒品”！韓國繳獲毒品增加8倍，韓媒：所有汙水廠均檢出毒品成分

綜合報導 據報道，自今年以來至7月，韓國

國內已有超過1萬人涉嫌毒品犯罪，今年韓國國內

所有汙水處理廠也均在汙水中檢出毒品殘留成分。

因此，報道預計，韓國2022年的毒品犯罪率將達歷

史最高值。

據報道，韓國近些年毒品到處泛濫，今年內已

有多起涉毒案件被媒體曝光。而在全韓57個汙水

處理廠內，也均檢測出冰毒、苯甲曲秦等非法毒品

類成分。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根據汙水中的毒品

殘留物劑量推算得出，在韓國平均每天每1300人中

，就有1人註射過1次冰毒。

報道稱，在韓國，近幾年繳獲的毒品數量每年

均呈遞增趨勢，青少年毒品犯罪也日益增多。

韓國檢察總長李元錫向SBS表示，與5年前相

比，今年韓國繳獲的毒品數量增加了8倍。現在很

多人在社交媒體上，以壹張披薩的價格就能訂購毒

品並獲得送貨上門。國際毒品組織甚至直接在韓國

國內構建供應網，對毒品進行傾銷。

據報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檢察院在各個地

方檢察廳成立專案組，宣布與毒品作鬥爭。目前檢方

已在首爾、仁川、釜山、光州等地成立了毒品犯罪特

別調查組，著手對毒品犯罪進行大規模管制。

另據報道，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議員姜

勛植說，三年來韓國十幾歲青少年涉毒品犯罪人數

幾乎翻了壹番，而同時期中小學生中僅有不足4%

接受禁毒教育。

姜勛植援引韓國禁止藥物濫用組織“韓國麻藥

退治運動本部”數據說，2021年韓國有309名十幾

歲青少年被控涉毒，而2019年這壹數字為164人。

另外，今年僅前8個月就有227人因涉毒指控遭逮

捕。

據韓聯社報道，盡管十幾歲青少年涉毒品犯罪

人數上升，但2019年至2021年，韓國1600多萬中

小學生中，僅3.4%接受了禁毒教育。

姜勛植說，當前韓國學校中只開設了關於藥物

濫用的強制性教育課程，盡管課程內容涉及毒品、

酒精和煙草，但因未強調毒品的特殊危害，不足以

強化青少年對毒品的防範意識。他呼籲政府考慮將

毒品預防教育列入強制性教育範疇。

另據報道，韓國警方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韓

國涉毒品犯罪學生人數激增，過去三年增至近2.5

倍。

報告顯示，2018年韓國涉及毒品犯罪的學生人

數為140人，年齡段從小學生至研究生。此後三年

涉毒學生分別增至195人、323人和346人，今年1

月至8月，涉毒學生人數已達255人。

根據報告數據，2018年韓國毒犯總數為8107

人，2021年增至10626人，增幅約為31%；相比之

下，同壹時期韓國涉毒學生人數增幅約為147%。

韓國教育部門毒品犯罪問題嚴峻。自2018年至

今年8月，韓國共有55名政府公職人員因毒品犯罪

被捕，其中18人屬於教育部。

印度陷入“重度饑餓”？
在世界糧食日的前兩天，最新壹期

的2022年全球饑餓指數(GHI)正式發布。

其中，印度指數得分29.1，被納入“重

度饑餓”範疇，引發印度政府不滿。

相較於2021年，印度的全球饑餓指

數排名下降了6位，在全部評估的121個

國家中排名第107位。半島電視臺指出

，印度已連續多年排名下降。

該指數壹經發布，便遭到了印度方面

的批評。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發表聲明

稱，該指數持續多年對印度進行“汙名

化”，將印度塑造成壹個“不能滿足其人

口糧食安全和營養需求的國家”。另外，

還指責其指數計算方法存在嚴重的問題。

印度在121個國家中排名第107位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20歲的普

賈· 維爾瑪(Pooja Verma)要做兩份工作，

才能勉力維持壹家7口人的生活。

他們壹家人住在印度哈裏亞納邦古

爾岡的棚戶區，生活壹直處在饑餓的邊

緣。新冠疫情暴發後，生活處境壹度惡

化，不到壹個月，維爾瑪家的所有積蓄

都花光了。只有從維爾瑪做女傭的房東

家中才能獲得壹些必需的食物。

在印度，像維爾瑪壹家壹樣在饑餓

邊緣掙紮的人還有很多。當地時間10月

14日，2022年全球饑餓指數(GHI)正式發

布。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的印度表現

不佳，以29.1的得分在121個國家中排

名第107位。

據半島電視臺報道，從 2019 年至

2021年的數據來看，印度擁有約14億人

口，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但其中有

16.3%的人口營養不良，印度的兒童消瘦

率更是高達19.3%，是世界上兒童消瘦

率最高的國家。

全球饑餓指數由總部位於德國的非營

利組織“Welthungerhilfe”以及總部位於

愛爾蘭都柏林的非政府組織“Concern

Worldwide”聯合發布，隨後由國際糧食

政策研究所(IFPRI)采納和進壹步發展。

該指數通過衡量饑餓嚴重程度對主

要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排名，以跟蹤各地

的饑餓情況，其中包括四項參數：營養

不 良 (undernourishment)、 兒 童 消 瘦 率

(child wasting)、兒童發育不良率(child

stunting)和兒童死亡率(child mortality)。

根據全球饑餓指數官網，指數得分主

要分為5個饑餓水平，GHI得分小於9.9，

屬於低饑餓水平；GHI得分在10.0-19.9之

間屬於中等饑餓水平，GHI 得分在

20.0-34.9之間屬於重度饑餓水平，GHI得

分在35.0-49.9之間屬於警戒水平，GHI得

分超過50則屬於極度警戒水平。

在最新壹期的全球饑餓指數中，中

國、智利及土耳其等17個國家，得分均

小於5，彼此之間相差並不大，因此並

列排名第1至17位，不作單獨排名。

就近幾年排名而言，印度是繼2020

年排名94位、2021年排名101位後，連

續多年排名下降。但該報告指出，由於

每年評估的國家總數不同，且來源數據

也有差異，因此不能直接用前後年份之

間的排名進行比較。

不過，為了縱向衡量比較某個國家

的持續表現，每壹年的指數包括三個指

定參考年份。印度2022年的GHI得分可

以直接與2000年、2007年以及2014年的

GHI得分進行比較。

就此來看，印度的GHI得分先是處

於好轉態勢。從2000年的38.8警戒水平

，下降至2007年的36.3，甚至在2014年

印度的GHI得分達到最低點28.2，但後

來饑餓狀況再度惡化，GHI得分上升至

2022年的29.1。

“自2000年以來，印度(在應對饑餓

問題上)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在兒

童營養方面，仍有壹些令人擔憂的領域

。”全球饑餓指數報告在對印度的總體

評價中寫道。

印度官員駁斥該指數“汙名化”國
家形象

事實上，印度近年來在經濟發展方

面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發布

的統計數據預測，印度經濟在 2021年

最後壹季度超越英國，並在今年第壹

季度繼續擴大領先優勢，有望成為僅

次於美國、中國、日本和德國的世界第

五大經濟體。

盡管印度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經

濟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印度斯坦時

報》指出，在許多全球性調查中都會發

現，印度在教育、健康等人類發展參數

上存在不足。

壹方面與全球背景息息相關。全球

饑餓指數報告也指出，由於俄烏沖突、

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發展的

沖擊，多重全球危機重疊或導致全球饑

餓狀況惡化。

另壹方面，這或與印度對健康等方

面發展關註不足有關。尼赫魯大學經濟

學家希曼舒(Himanshu)表示，印度在營養

、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進展之所以緩慢，

是因為類似問題沒有受到政府和民眾的

更多關註。“人類健康發展並沒有成為

壹個政治問題，占據新聞頭條的標題常

常是類似GDP等總體數據。”

全球饑餓指數報告壹經發布，立即

引發印度政府的強烈不滿，稱該報告與

現實脫節。

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發表聲明指

責該指數持續“汙名化”印度，將印度

塑造成壹個“不能滿足其人口糧食安全

和營養需求的國家”，還故意忽視印度

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為確保國內糧

食安全所做的努力。

此外，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還對

全球饑餓指數的計算方式提出了質疑。

聲明指出，用於計算該指數的四個指標

中有三個與兒童健康有關，不能代表全

體人口，主要根據兒童健康指標來衡量

饑餓水平，既不科學，也不合理。

德裏安貝德卡大學經濟學教授迪

帕· 辛哈(Dipa Sinha)指出，盡管全球饑

餓指數的研究方法存在爭論的空間，

但印度政府的反應也有不當之處。

“GHI 得分傳遞的主要信息是印度的

情況在惡化，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應該把 GHI 報告作為壹個警告的

信號，並努力在未來做得更好，而不僅

僅是壹味地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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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記空談誤

國、實幹興邦，堅定信心、同心同德，埋頭苦幹、
奮勇前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
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習近平同志主持大會。
上午9時，閉幕會開始。
今天（22日）大會應到代表和特邀代表2,378人，

實到2,338人。實到代表超過應到代表的半數，符合
大會選舉辦法的規定。

會議首先通過了2名總監票人和36名監票人
名單。

在總監票人和監票人監督下，到會的代表和
特邀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由205名委
員、17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二十屆中央委員會，
選舉出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33名。

11時09分，習近平宣布，第二十屆中央委員
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黨的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場響起長時間的熱烈掌
聲。

隨後，大會通過了關於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報
告的決議。大會批准習近平同志代表十九屆中央
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決議指出，大會通過的十九
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是黨和人民智慧的結晶，
是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
的綱領性文獻。

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大會認為，報告闡明的大會主題是大會的靈

魂，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總綱。全黨要高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刻領悟“兩個確
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
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弘揚偉大建黨精神，

自信自強、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大會強調，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是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取得的。黨確立習近平同
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
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
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新時代新征程上把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最緊要的是深刻領悟
“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大會認為，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
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
合，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不斷豐富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
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
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大會一致同意，把黨
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新發展寫入黨章，以更好反映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
度創新成果。

大會高度評價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大會通過了關於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充分肯定十九屆中央紀律
檢查委員會的工作。

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

案）》的決議，決定這一修正案自通過之日起生
效。

大會認為，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面臨的形勢
之複雜、鬥爭之嚴峻、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艱巨世
所罕見、史所罕見，正是因為確立了習近平同志黨
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了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黨才有力解
決了影響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
康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
存在的嚴重隱患，從根本上確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兩個確立”是
黨在新時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動黨和國家
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決定性因
素。全黨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
義，更加自覺地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
黨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覺地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不移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廉政建設
大會完成各項議程後，習近平在熱烈的掌聲中

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表示，在全體代表共同努力
下，大會取得了圓滿成功，達到了統一思想、堅定
信心、明確方向、鼓舞鬥志的目的。這是一次高舉
旗幟、凝聚力量、團結奮進的大會。大會通過的十
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
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
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分析了國際
國內形勢，提出了黨的二十大主題，回顧總結了過
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闡述了開
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中國式現代化
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等重大問題，對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行了戰略謀劃，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
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
署，為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實現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指明了前進方向、確立了行動指
南。這個報告，是黨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是黨團結
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

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
獻。大會通過的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
告，總結了黨的十九大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
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探索
和重要成效，闡明了深化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
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極端重
要性，揭示了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重大
意義，宣示了黨以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堅定推進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堅強決心。大會通過的
黨章修正案，體現了黨的十九大以來黨的理論創
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成果，對堅持和加強黨的
全面領導、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和完
善黨的建設、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確要求。
大會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集中了各地區
各部門、各條戰線、各個行業黨的執政骨幹和優秀
代表，素質優良、分布均衡、結構合理，符合黨中
央要求和幹部群眾期待，符合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
實際，一定能夠擔負起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大會還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我們相信，黨的二十大作出的
各項決策部署、取得的各項成果，必將對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對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發揮十分重要
的指導和保證作用。

習近平表示，大會期間，各民主黨派中央、全
國工商聯和各族各界人士向大會表示祝賀，廣大人
民群眾通過各種方式向大會表示祝賀，許多國家政
黨和組織來電來函對大會表示祝賀，大會主席團謹
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走過了百年奮鬥歷
程，又踏上了新的趕考之路。一百年來，黨團結帶領
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
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
利，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百年成就無比
輝煌，百年大黨風華正茂。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
新時代新征程創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全黨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旗幟，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敢於鬥
爭、敢於勝利，埋頭苦幹、銳意進取，團結帶領全國
各族人民為實現黨的二十大確定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中共二十大勝利閉幕
選出新一屆中委中紀委 通過三項重大決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選舉產生新

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關於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關於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

案）》的決議後，22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

◆10月22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習近平主持大
會。 新華社

◆中共二十大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圖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
韓正、王岐山、胡錦濤在主席台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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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各界奮鬥 貢獻復興偉業
特首：學習中共二十大精神 更好融入國家大局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22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特區政府一眾司

局長22日透過香港文匯報和社交平台表

達自己對中共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和得到

的啟發。李家超表示，中共二十大報告

對香港指明了發展方向，是推進香港發

展的定海神針，“我們應該認真學習中

共二十大精神，並以習近平總書記在七

一重要講話中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

和‘四點希望’作為特區政府施政的大

方向、大藍圖，推動各界展現團結奮鬥

的作為，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李家超透過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共二十大
是在我們國家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
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更具里程碑式的歷史
意義。

為港指明發展方向
他說，中共二十大報告全面總結了過去

五年國家事業取得的成就及新時代十年的偉大
變革，描繪了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以及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發展藍圖等。當中多次提及
“一國兩制”和港澳工作，並對“一國兩制”
實踐作出了精闢論述，充分表明中央對“一國
兩制”事業及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更對香港

指明了發展方向，是推進香港發展的定海神
針。

李家超強調：“我們應該認真學習二十
大精神，並以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
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作為
特區政府施政的大方向、大藍圖，推動各界展
現團結奮鬥的作為，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李家超22日還透過Facebook表示，中國
共產黨走過了百年奮鬥歷程，又踏上了新的趕
考之路。百年成就，無比輝煌；百年大黨，風
華正茂。“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時代
新征程創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要
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敢於鬥爭，敢
於勝利，埋頭苦幹，銳意進取。”

具現實與歷史意義
他說，中共二十大全面總結了新時代以

來國家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深入分析
國際國內形勢，並對未來五年的發展制定行動
綱領，從戰略全局上對國家事業作出規劃和部
署，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更具里程碑式的歷
史意義。

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經進入“由亂到
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中共二十大
召開期間，香港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也正
式出爐，出台了一系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措施，並描繪了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我們
將繼續以總書記對香港提出的‘四個必須’和
‘四點希望’作為施政大方向、大藍圖，共同
實踐二十大精神，推動香港各界展現團結奮鬥
的新作為，努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
獻！”

◆特首李家超表示，中共二十大具有深遠的現
實意義，更具里程碑式的歷史意義。圖為李家
超22日出席電台節目。

司長司長：：更深更廣更好地參與和貢獻更深更廣更好地參與和貢獻
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迎來中共二十

大勝利閉幕，倍感身負重任。他分享了三點，一是
要作出更深參與和貢獻，特區政府會堅定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香港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的制度安排，以及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的重要制度。二是要作出更廣參與和貢獻，特區政
府會更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三是要作出更好參與和貢獻，特區政府會切實
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讓廣大市民安
居樂業，民心得以凝聚，才更有“底氣”聚焦謀求
發展，建設香港、貢獻國家。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要更好地
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
位和優勢，更積極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一流城
市群的力量，抓住中共二十大給香港帶來的歷史
新機遇，盡快讓香港在經濟民生方面有所突破，
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為香港和國家的社
會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矢言認真學習中共二十大精神
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一國兩制”

是行得通的好制度，是值得長期堅持、宣揚的好
制度。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路上，特
區政府必定會做好實踐“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一切配套，讓市民在經濟、社會、民生，以及與

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制度中，都能夠獲得幸福
感，感受到社會的動力及進步。

香港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指出，作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一員，他定必牢記中共二十大有關
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堅持依法治港等要求，並在習近平主席提
出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的指導下，竭盡
所能，協助行政長官和香港特區政府，為香港市民
謀幸福，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表示，在“一國兩
制”的優勢下，特區政府定必繼續將香港建設
好、發展好、治理好。行政長官李家超近日發表
的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舉措有力的政策措
施，目的就是希望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
展。作為特區政府的一員，深感責任重大，必定
會堅定信念，認真學習中共二十大精神，牢記習
近平主席所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
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香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表示，在“一國兩
制”的制度下，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普通法制度，
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將發揮
普通法制度的優勢，促進香港成為亞太區法律服務
和爭議解決中心，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他表
示，身為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員，必定牢記使命，在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
望”的指導下，竭盡所能作出貢獻。

◆◆1010月月2222日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
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勝利閉幕。。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中共
二十大報告為港澳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實現更好
發展明確定位、指引方向、擘畫藍圖，為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代
表們紛紛表示要堅定信心，奮勇前進，共同推動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必將得到全國人民擁護
習近平在報告中多次提及“一國兩制”和港

澳工作，充分表明中央的高度重視，令與會代表

深受鼓舞。中共二十大代表、中央政府駐香港聯
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說，回顧新時代十年的偉大
變革，聯繫近幾年香港由亂到治的歷史性變化，
展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愈發體會到
“兩個確立”是新時代十年取得偉大變革的決定
性原因，也是奪取未來勝利的根本保障。

“黨的二十大報告有關‘一國兩制’的論
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體現
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一國兩制’
事業的高度重視和對港澳工作規律的深刻把握，
是推動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行動指

南，必將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衷
心擁護。”駱惠寧說。

中共二十大代表、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
室主任鄭新聰表示，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我們黨對
“一國兩制”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為新征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提供了
根本遵循。“我們要站在黨和國家戰略全局高
度，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澳’原
則。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
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要堅持中

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斷提升治理
能力和管治水平。”鄭新聰說。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與會代表
對此高度認同、備受鼓舞，並表示在全面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港澳各界都可以發揮
積極獨特優勢。

駱惠寧：二十大報告是推動香港由治及興行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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