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主席蒞港振奮港人 落實「一國兩制」信心更堅

此次是習主席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後首次來港視察，行程包括會
見香港各界人士，視察基建項目，體察
民生。習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紀
念日子親臨香港，為香港新一屆政府的
工作提出指引，指導香港繼續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有利於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長治久安。因此，習主席訪港，對

於香港來說是一件大事。社會各界期望
能夠與習主席親密交流、坦誠溝通，為
香港共創美好前景，為實現「中國夢」
共同努力。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
香港回歸20年，各領域發展都取得
長足進步，經濟、民生、政制發展都取

得不俗成果，在保障「一國」的大前提
下，充分維護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與
生活方式不變；另一方面，香港也遇到
不少新情況新挑戰，少數激進派頑固地
以違法手段反中亂港，衝擊「一國兩
制」底線，社會「泛政治化」令政府施
政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撓，發展舉步維
艱。目前香港機遇與挑戰並存，各界更
要凝聚共識，消除分歧，繼續全面準確
落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堅持正確
的發展之路。
香港回歸以來，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中

央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是香港保持穩
定與發展的堅實依靠。從亞洲金融風暴、
非典疫情、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等，
每當香港遭遇到困難的時候，中央在政
策上、經濟上都給予不遺餘力的支持。
在一些動搖法治根基的重大政治問題

上，例如違法「佔中」，中央始終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不會變，堅
持以基本法為抓手，有效維護了香港法
治與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避免香港的
發展走上歪路歧路。
中央推出的「一帶一路」、「十三

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等重
大戰略，都把香港納入其中，以利鞏固
香港的獨特地位與優勢，為香港的發展
創造更廣闊平台。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過去幾年，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央堅

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今年在會見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時，習主席指出，
「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
取得巨大成功。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

別行政區制度有效運
行，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國際社會給予高
度評價。而作為一項
開創性事業，『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也需要不斷探索前
進。過去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有
挑戰和風險，但也充滿機遇和希望。」
中央對香港的情況瞭如指掌，對香港關
心、愛護，是香港向前的重要動力。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央

堅定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持之
以恒支持香港發展，此次習主席來港視
察正是中央挺港的重要體現，香港社會
各界對「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有信
心，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集中精力謀
建設，再攀發展的新高峰。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在此普天同慶的日子，

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出席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並視察香港，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肯定。社會各界

期望，習主席多聆聽香港市民的意見，感受香港發展的活力，為港

人打氣鼓勁。習主席曾主管香港事務，對香港極為熟悉。期待習主

席此行，對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作出重要指

示，指導香港建設更美好明天。

提防戴耀廷借殼亂港

「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和陳健民，及同樣因
違法「佔領」被控的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
賢，日前宣佈成立所謂的「議政平台」「立言香
港」，並由兩丑擔任顧問。該組織主張「經濟自
主」、「體制自強」、「社區自治」、「文化自
成」及「國際自立」，將修讀中史等視為「強行
灌輸他方文化」，「港獨」之心昭然若揭。
有意參加新界東補選的張秀賢，日前宣佈成

立「立言香港」，自己擔任召集人。雖然該組
織聲稱要「累積實力，未來大家方有足夠條件
推行政治改革」，但張秀賢辯稱組織只是「議
政平台」，不是「政治組織」云云。2014年，
時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的張秀賢稱在9月28
日的集會中啟動「佔中」，是學聯與「佔中三
丑」的共識，早在「佔中」期間張秀賢已經成
為了他們的傀儡，附和「佔中三丑」上演醜
劇。
「立言香港」所倡議的「社區自治」與戴耀廷

的「風雲計劃」互相呼應。戴耀廷更在6月27日

於《蘋果日報》發表《從地區管治到聯區自治》
的文章，內容基本上與「社區自治」不謀而合。
野心勃勃的戴耀廷必定是眼見近幾年所倡議搞亂
香港的計劃不得人心，就連民主黨、公民黨都無
附和，便與張秀賢這些親密子弟另起爐灶，希望
可以在補選以及未來的區議會選舉中左右大局，
實行自己操盤。
戴耀廷在「佔中」以來都未曾加入政黨，為何

突然會成為這類平台的顧問，明眼人一看便知這
不單將會是個為年輕人洗腦的組織，還會是選舉
中赤膊上陣的選舉機器。正如新華社香港分社前
副社長張浚生指有年輕人提出「港獨」，是「既
無知、又狂妄，你自己都不知道受人家毒害了以
後還不知道中了毒」。張秀賢等人一直對戴耀廷
言聽計從，戴可謂當顧問是假、操盤是真，「立
言香港」必然會成為戴耀廷灌輸毒物的主力。戴
耀廷為禍香港其心不死，現在還要「傳宗接代」
播惡，政界必須要提防戴通過蠱惑年輕人，借殼
亂港。

在經歷前三次敲門失敗之後，A股第四次闖關
MSCI指數終獲成功。由於MSCI是被國際資本
所普遍認可的指數，相較於滬港通、深港通的
「通車」，A股「入摩」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
走出國門，往國際化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A
股「入摩」成功可喜可賀，但是相較於「入摩」
這樣的外部問題，A股內部問題更顯關鍵。
上市公司的停復牌問題、股市的「大小非」套

現問題、股市的投融資功能失衡問題、股市退市
率居高不下問題，以及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
A股投資者索賠效率低下的問題等，都屬於A股
自身的內部問題，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得到解決
的程度和進度，在真正意義上影響A股市場健
康發展的整體進度，也影響A股真正意義地走
上國際化的進度。
就「入摩」對A股的短期影響而言，雖然初期

給A股帶來的資金量有限（200億美元左右），
但卻可以對市場情緒帶來一定程度的提振，類似
「強心劑」的作用。就其長期影響來說，A股納
入被國際投資者所認可的MSCI指數之後，或將
利於助推藍籌股行情。
一方面，境外資金入境後更可能青睞於成長性

和業績俱佳的藍籌股。MSCI客戶囊括了98%的

全球頂級基金，有數據顯示，全球有6,000家以
上的指數基金對MSCI指數進行跟蹤，有1.7萬
億美元上下的資產持有MSCI新興市場指數。這
意味，A股「入摩」之後並在MSCI指數當中
的權重逐漸增加，MSCI客戶可以為A股帶來巨
量的資金，據測算最高或可達4,000億美元。
而作為全球頂級的基金，一旦進入A股市場，

上市公司的成長性與投資價值必然會成為其所注
重的，垃圾股、績差股以及依賴於概念與題材支
持其高估值的個股，都將被排斥在投資標的範疇
之外。相反，就方便大資金進出、流通性良好、
業績與成長性俱佳的藍籌股而言，才更有機會迎
來境外基金的青睞。
另一方面，整個市場環境的局部改變，與A股

「入摩」的題材形成合力，也將利於助推藍籌
股。隨IPO發行節奏和頻率的居高不下，新股
源源不斷地上市，「中小創」不再成為稀缺資
源，而之前一度被市場炒得沸沸揚揚的併購重組
等也不再會受到市場資金過多的青睞，在此背景
之下，之前盛行的投機炒作之風也將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抑制，而流通性較好、業績與成長性俱佳
的藍籌股，自然會成為投資者趨之若鶩的對象。
從而或將形成利於助推藍籌股行情的格局出現。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及外事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楊岳橋嘲諷「恩師」連基本人格都無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公佈新一屆
行政會議成員，當中包括「民主思
路」召集人湯家驊。湯家驊表明，上
任後希望協助政府與反對派打好關
係，創造重啟政改的有利條件和維護
法治。本來，有反對派背景人士加入
行會，適當地反映反對派的意見，搭
建與政府橋樑，對香港政局以至反對
派都是好事，並沒有必要在其還未上
任就大潑冷水。然而，反對派就是喜
歡公然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過
去經常說政府不搭理他們，不聽取他
們意見，現在委任有反對派背景人士
做行會成員，甚至出任問責局長，反
對派又不高興了，又要批評一番。看
來，回歸20年，反對派唯一一以貫之
的，就只有為反對而反對。
反對派由於政治原因對湯家驊的任
命不以為然，可以理解，但大多數不
會大出惡聲，惟獨是公民黨黨魁楊岳
橋卻走出來大加嘲諷，質疑湯家驊不
能代表反對派，因為湯2015年退出公
民黨時，曾揚言要創立「第三條
路」，說法明顯與反對派一貫的思維
不同，質疑若林鄭希望與反對派溝
通，根本毋須其他橋樑。楊岳橋的說

話不但暴露其「酸葡萄」心態，而且
凸顯其忘恩負義、不可一世的性格。
對於昔日的「恩師」不留情面，更儼
如反對派「盟主」般，「決定」湯家
驊已經不是反對派，林鄭要找反對派
人士溝通，不用找湯家驊，言下之意
找他楊岳橋就可以了。
在反對派中，任何人都可以批評湯

家驊，但惟獨是楊岳橋沒有資格，因為
從政人士也要講道德倫理，湯家驊是他
「恩師」，一手將他帶出政壇，在新界
東選舉中排在他身後讓他積累知名度。
多年來，一直盡心盡力協助他開展地
區工作，視作「接班人」培養，甚至
在他退黨之時，仍然為這個「徒弟」
籌謀，向公民黨力薦楊岳橋出選。

楊岳橋一朝得志語無倫次
記得在湯辭任立法會議員兼退黨之

後，楊岳橋在接受報章訪問時，直指
自己「百感交集」，透露兩「師徒」
曾討論辭職退黨問題並對泣。楊岳橋
更說湯家驊從不吝嗇分享他所知道的
事，每當向對方求救，對方事必即時
協助，特別是涉及法律諮詢工作，很
多時候彈指間已能解答，楊岳橋說：

「我真係問書咁問（佢）。」在溝通
的問題上，楊岳橋又說，「要鞠躬哈
腰換取任何溝通對話，肯定湯家驊不
會，湯家驊是有尊嚴地作互動。」
這些都是記錄在案。但當楊岳橋水

鬼升城隍成為新東立法會議員，及後
更接任黨魁之時，他卻立即對外表
示，與湯家驊並非「師徒」，即是說
他有今日的一切，是他個人「叻
仔」，與湯無關。現在湯被委任為行
會成員，期望擔當政府與反對派橋樑
時，楊岳橋又忘記了過去自己說過
「湯家驊是有尊嚴地作互動」，反指
他不代表反對派，沒有資格與他們溝
通云云。
古人說：「前倨後恭」，楊岳橋卻

示範了何謂「前恭後倨」，這是名副
其實的一朝得志，語無倫次的小人嘴
臉。或者，楊岳橋會引用亞里斯多德
的明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來為自己解圍。但請問，湯家驊又做
出了什麼「背棄」民主的事嗎？楊岳
橋的真理，不過是「教識徒弟無師
傅」，不擇手段為上位的「真理」而
已。公民黨用這樣的小人作黨魁，其
衰亡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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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律師當前的責任和使命

時光飛逝，一轉眼香港回歸祖國已經整整20年
了。20年可以讓一個新生的嬰兒成長為一個青
年，也可以影響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軌跡。20年的
歷程對於香港而言也是一個漫長的歲月，從1997
年「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落實到近年「滬港
通」和「深港通」的推出，兩地的聯繫正在變得
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樣化。隨中國「一帶一
路」戰略的推廣，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
心，其重要性越發顯現。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面對時代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筆者作為一名香港
律師，深感香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律師應當
發揮積極作用，在以下幾個方面承擔時代賦予的
責任和使命。
首先，香港青年律師應當積極掌握最新的法

律資訊，加強對內地和香港政治和經濟制度的
理解。目前，隨兩地互聯互通的加強，越來
越多涉及兩地合作的機制和產品在市場上推
出。香港律師需要關注內地有關法律法規的最
新動態，掌握內地政府機構對於內地企業「走
出去」的監管要求。比如，隨內地企業境外
發債的發展，內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鼓勵內地企業簡化境外發債的前期審批手續，
也鼓勵內地企業境外發債資金的回流。香港青
年律師應當積極主動學習最新的市場發展動態
和法規政策變化，時刻保持對市場的敏銳度，

並且將有關的新規則、新制度和新要求運用到
工作中，提升法律服務水準。
其次，香港青年律師應當加強與內地律師的交

流與合作。按照港交所的數據， 2016年有75家
內地企業在港交所主板和創業板上市，募集資金
額達到約4,710億元港幣。同時，2016年有200多
家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債券。面對巨大的內地市
場，香港律師和內地律師有大量的業務合作機
會。有鑑於此，香港律師尤其是青年律師應當與
內地律師加強溝通，共同為內地企業的境外發展
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目前，香港律師協會和
內地的律師協會也開始組織兩岸的青年律師參加
各類法律研討會，就法律熱點問題在雙方之間進
行探討。相信兩地的青年律師可以通過法律研討
等活動，加深對兩地法律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從
而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第三，香港青年律師應當強化自身的責任感和

使命感，以自己的所學更好回饋社會。作為一名
以法律為職業的青年，應當比其他年輕人對社會
體制和國家發展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也應
當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為社會作出貢獻。筆者也
看到，有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律師不僅積極開拓
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投身到社會公益活動中，
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創建一個「平等、自由、公
正、誠信」的和諧社會。

季輝 律師 香港麥振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A股「入摩」將利於助推藍籌股行情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黎達成 香港青賢智匯創會副主席 創新及創業委員會召集人

凝聚華人青年領袖 共創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全球的青年論壇不少都談及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各式各樣的保
護環境運動得到很多人的響應。筆者
早前參加了由龍傳基金舉辦的龍匯
100，此計劃每年向全球招募100位華
裔青年領袖，探索中國內地的社會議
題，以期望集思廣益，為我們的未來
發展出一分力。而是次計劃則安排了
全球18個地區的青年領袖一同拜訪河
南鄭州，學習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最
新資訊。總結經歷，筆者認為香港在
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可多考慮以創新方
法構想。
河南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全
國的能源、原材料產出的重要基地；
既是生產大省，也是消耗大省。要在
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落墨便是減排，
其中國企華潤電力便是開發新能源上
的先驅，大力推行低碳經濟的新發展
模式。樂見香港一些能源公司正在積
極開發再生能源的產出量，以減少依
賴傳統資源的消耗，而當下另一個要
思量的議題就是城市和香港人的永續
發展。
建設香港數碼化智慧城市是首要任
務。具體而言，開放數據有助帶動不
同企業進行研發，並且創造更多創業

機遇。例如早前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
提出了建議，可以蒐集數據並加以融
合分析，透過整合包括衛星影像、政
府數據及地圖等不同資訊，製作出二
維甚至三維城市數據地圖，為預測氣
候、城市規劃等提供更全面及精準的
數據。事實上，政府近年來已大力鼓
勵數據開放，現時向公眾分享了共
6000組大數據及200個應用程式介面
(API)。未來，筆者認為需要邀請大型
企業一同開發數據，特別是交通、能
源及教育等方面，創造市場的資訊平
台，讓創新改革者更便於掌握城市脈
絡，從而構思更符合環境的商業方案
或政策。

家居及社會生活是可持續發展重要一環
此外，樓宇的設計也是重點考慮之

一。筆者早前在著名建築師葉頌文的
安排下，曾到訪九龍灣零碳天地，它
是利用自然通風、採光及節能等設
計，同時，建築物也會提供智慧資
訊，例如即時使用水電的用量報告及
家居健康指標（例如空氣濕度及甲醛
水平）。據市建局的資料顯示，現時
28個已完成的重建項目，便有14個獲
取了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的環評級別鉑金

級證書。筆者相信香港未來的樓宇設計
日趨嶄新，青年建築師將會根據環境採
用更多的智能科技，例如建築信息模
型，以解讀樓宇建成後的各方面可持續
發展表現，量化社會效益和貢獻。
在談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家居

及社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韓國
數年前推行了「智慧首爾」計劃，主
力推廣環保及家居智慧運動，教導不
同階層和年齡的市民成為「智慧用
家」，鼓勵安裝節能系統及學習運用
社區的設備。政府可考慮在公共屋邨，
或要求私人樓宇發展商安裝樓宇的節能
紀錄儀，提供有關電水煤使用量的即
時報告，顯示能源消費模式，並向住
戶建議降低能源消耗的方法，此運動
相信有助提高市民的節能意識，為可
持續發展的議題上出一分力。
一直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予取予

求，彷彿大自然所有的東西都用之不
盡，取之不竭。然而，現在是時候醒
過來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生命的
共同體，活在同一個地球村。作為龍
的傳人，華裔青年責無旁貸，因為堅
毅和勇氣是炎黃子孫的美德，我們應
對未來具有抱負和希望，以創新方法
合力促進可持續發展。

■環保建築
是未來發展
方向，圖為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左
一）在九龍
灣零碳天地
參觀墟市攤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