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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發揮港優勢「帶路」聯東盟
擔當國家和世界的門戶 貢獻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辦的第三屆「香港高峰論壇」昨日在會展舉行，今

屆主題為「香港與東亞區域合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開幕演講中強調，香港與東盟地區長久以來

的合作非常重要，而自己亦決定將東盟地區列為上任後首個官式外訪的地點。她並力陳香港獨特地理

位置、完善基建、物流及專業服務等優勢，並指香港作為國家和世界之間的門戶，在區域和國際夥伴

的貿易和投資交流中擔當重要角色，香港會繼續服務和支持東盟企業在「一帶一路」等新機遇的融資

集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
深博士昨日透露，香港與東盟10國及中國
內地落實「東盟10+1+1自貿區」協定，有
可能從預期的今年11月，提前到9月簽署。
為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的「10+6自貿區」談判，打下堅
實的基礎。
多年來全力協助香港推動與東盟10國進

行「東盟10+1+1自貿區」的中總會長蔡冠
深，有「香港的東盟先生」之稱。他向傳
媒強調，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挑戰及「一帶
一路」發展框架下，深化區域合作勢在必
行。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當然
不能置身其外。

為加入「10+6自貿區」奠基
他認為，香港成功加入「東盟10+1+1自
貿區」，以至將來進一步加入「10+6自貿
區」，即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澳
洲、新西蘭、印度，這個全球最大的自由貿
易區將為香港開拓巨大的經貿腹地，從而為
香港自身的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一
帶一路」建設，帶來無限的商機。
另外，對於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港見證
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
議》的簽署，蔡冠深認為，香港應主動並及
早找到自己在「大灣區」中的定位，如金融
中心、航運中心、商貿及轉口貿易中心、仲
裁中心等，才能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實
現錯位發展，攜手共贏。
他又強調創科人才在「大灣區」及「一帶

一路」發展中的重要性，透露中總將於年底
舉辦「創新 創科 創業」大賽，歡迎學生
及年輕企業家參賽，並期望募集數百萬至千
萬元資金，資助優勝者研發其項目。

■蔡冠深在論壇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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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出席第三屆「香港高峰論
壇」，並作開幕演講。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在全球經濟衰
退的情況下，令大家重新聚焦不同

經濟體的合作，而亞洲仍然保持強力的
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預測，亞洲地區今年的GDP增長為
6.4%，遠高於全球3.4%的增長。

東盟成第二大商貿夥伴
在這樣的背景下，她指香港和東南

亞國家聯盟（東盟）有着長期的合
作，而且越來越緊密，例如東盟集團
已經成為香港第二大的商品貿易夥
伴，僅次於內地但領先美國；2015年
香港與東盟的雙邊貿易總額，更超過
了1,070億美元。
「作為一個正正處於內地門口的開放

和自由的經濟體，香港堅定地貢獻區域
裡的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尤其是東盟和
國家間的合作。在2016年，東盟和中國
內地12%、逾540億美元的貿易，都是
經香港進行。」
林鄭月娥又談到「一帶一路」為東盟
所帶來的機遇，指出內地願意將「一帶
一路」戰略與各東盟國家的發展策略等
配合，以促進內地與東盟的合作和經濟
增長。
她續說，香港在「一帶一路」下有其
獨特角色，並指出在CEPA（《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下，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多個服
務領域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及香港產
品免關稅的待遇等，而CEPA亦成為香

港連繫國家和外國企業的渠道之一。

自貿協定帶動「港東」投資
此外，林鄭月娥指出，香港正在加緊

處理香港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藉貨
物、服務和投資的交流，強化彼此間的
經濟連繫。
她說，當香港和國家都完成了與東

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再加上CEPA，
就可提供一個堅實的平台，去促進香
港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
林鄭月娥進一步力陳香港的其他優

勢，指出香港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再加
上世界級的基建、國際網絡、金融專才
和專業服務的支援，令香港成為地區的
物流、商業、貿易中心。
她並說，面對新的經濟增長機會，

包括「一帶一路」所提供的機遇，香
港會繼續服務和支持東盟企業去融資
集資。
在全球經濟的增長上，林鄭月娥指

出，一股強大並持續的動力必不可少，
作為連接國家與世界的門戶，香港的角
色清晰，就是要促進區域和國際夥伴的
經貿交流，並貢獻全球經濟增長。

■林鄭月娥（前排左九）昨出席第三屆「香港高峰論壇」，與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前排右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前排左七）及蔡冠深（前排左十）等賓主
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
報道，2017年「香港與內地青年法律交流
周」開幕式昨日在京啟動。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高校法學院
學生，部分在海外求學的法律系香港留學
生，以及北京高校法學院學生代表共計近70
名團員參加此次交流周。
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樂泉在開幕式上表示，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也是青年交流周
活動舉辦10周年。10年來，一批批青年法

律學子通過交流互訪增進了解、認同和友
誼，培養了愛國情懷和法治意識。他表示，
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青年參與進來，讓香港
法律學子們更加深刻了解內地深化改革和經
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變化，也讓內地法律學子
們更加全面認識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狀
況。

愛國愛港 堅守法治 勇於擔當
王樂泉也對香港青年法律學子提出三點希

望：一是愛國愛港，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二是堅守法治，共同維護
香港憲制秩序和長治久安；三是勇於擔當，
在實現「中國夢」的不懈奮鬥中施展才能、
放飛夢想。
據悉，此次交流周將先後在北京、天津

兩地開展交流活動。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鳴起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將分別就

「民法典編纂與民法總則制定」與「香港
基本法與香港民主法治」議題舉辦專題講
座。

港生盼投身「帶路」機遇
交流周團員除了將參加專題講座，還將參

訪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最高
人民法院等機構，並就「內地司法體制改革
與法院信息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過
去與未來」等議題開展專題座談。

亞洲法律學生會香港大學分會副主席張祉
謙表示，「一帶一路」建設將為全球經濟社
會發展帶來長遠影響，希望香港青年法律工
作者可以有更多機會參與到當前的發展機遇
中，也希望兩地學子可以借青年法律交流周
這個契機相互認識，並在未來保持更加密切
的溝通。
交流周由中國法學會、共青團中央共同主
辦，司法部、教育部協辦，中央政府駐香港
聯絡辦公室法律部特別支持。
交流周自2008年啟動至今已成功舉辦9

屆，成為香港與內地青年法律交流的重要平
台。

兩地青年交流法律知識 王樂泉勉港青提三希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在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香港有
望很快達成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並將憑藉此優勢，
積極參與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增進區域和國際夥
伴的貿易投資往來，為環球經濟增長和發展作出新的貢
獻。這是香港特區政府貫徹積極有為的施政新風，為推
動、促進香港經貿國際合作而設定的一個重要戰略方
向。按照這個方向，香港能夠進一步增強作為國際貿易
和投資樞紐的地位，既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也
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值得香港商界大力支持、廣泛參
與。

林鄭月娥昨天還透露，她將選擇東盟地區作為上任之
後首次官方外訪目的地，以此體現特區政府對加強與東
盟地區關係的重視。她希望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議簽
訂後，配合 2010 年成立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
2005年內地和香港簽訂的CEPA，成為促進香港和東盟
國家貿易和投資的有效平台。這一戰略定位，對香港發
揮特有優勢，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強化
香港的區域經濟樞紐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東盟地區位於東南亞，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戰
略要衝，是世界海空運輸的交匯之地，也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第一站。香港與東盟地區在歷史上一直有
着密切的關係，不少移居東南亞的華人，與香港保持
着密切的聯繫，部分人更來到香港定居，或利用香港
作為內地與東南亞投資與貿易的中介地。近年來，有
不少港商和借用香港為基地的台商、日商及其他外
商，轉往東南亞投資生產，在越南、泰國、印尼投資
的港商很多。加上香港成熟的經濟、法律制度，在很
多產業尤其是金融、法律、會計等現代服務業方面的
優勢，令香港經濟與多數東盟國家具有高度的互補

性。因此，東盟多國都非常願意把香港作為企業融
資、貿易和對外投資的平台。2016年香港對外貿易額
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中，在東南亞的就佔了四個。這
些獨特而廣泛的聯繫和優勢，成為香港積極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為國家戰略作出不可替代貢獻的有利
條件。

要充分發揮這些優勢條件，不能靠商家單打獨鬥，而
需要特區政府在國家的支持下，以積極有為的姿態，運
用前瞻性的戰略思維，與東盟國家協商溝通，為企業界
和民間社會搭建起相關平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最重
要的步驟之一，這一步邁出去了，就能夠為香港商界全
面參與提供良好的條件和基本保障。另據了解，林鄭月
娥首次出訪，將包括新加坡。眾所周知，新加坡與香
港，既是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近年來，新加坡在
許多方面都全力以赴，趕超的勢頭較猛，由於種種原
因，香港在科技創新等領域已經明顯處於下風，需要加
倍努力，迎頭趕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也需
要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全面加強與新加坡等東盟國
家的合作，把競爭化為合作共贏，讓香港能夠從中釋放
自身潛力和達至經濟轉型。

有專家指出，香港一方面要加快與東盟地區簽署自由
貿易協議的步伐；另方面，也要在以下領域積極努力：
首先，強化香港的金融優勢，提高資本效益，創新投融
資機制，為與東盟地區的投資和相互貿易提供更具競爭
力的融資便利； 其次，加強與內地企業合作，發揮專業
服務優勢，共同開拓東盟地區市場和發展空間；還有，
要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人文交流，進一步促進民心
相通。上述工作做好了，就能夠為香港未來加強與東南
亞國家及地區的合作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加強與東盟聯繫合作 落實積極有為施政新風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司法覆核挑戰

《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先後在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他不服上訴
至終審法院。終院昨日頒下判詞，5名法
官一致裁定郭卓堅敗訴，兼付訟費。法院
不就政治問題作裁決，盡量避免介入政治
及政府行政，是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基
石。郭卓堅之流的搞事者濫用司法覆核，
企圖破壞本港選舉制度，損害本港的法治
精神。此次終院的判決，對濫用司法覆核
傳遞明確信號，維護了本港良好法治的重
要特質。

政府於2012年修訂《立法會條例》，
通過替補機制禁止立法會議員自願辭職後
半年內參加補選，目的是為了防止辭職引
發公投事件層出不窮，保障選舉制度的有
效運作，以及立法會的莊重，並非要剝削
議員的參選權及選民的投票權。終院首席
法官馬道立在本案的判詞中重申，法院不
能就政治問題作裁決，而涉及政治或政策
考慮的選舉法律，一般應獲給予很大的自
由判斷空間。同時，馬道立同意，立法會
議員有重要的憲制責任，當他們辭職引發
公投時，會對選舉制度造成負面影響，因
此政府修例的目的是清晰及合法。郭卓堅
企圖利用司法覆核推翻替補機制，結果一
路敗訴，直至終極失敗，證明其訴訟理據
根本站不住腳，只是為政治目的不擇手
段，企圖阻止政府堵塞議員辭職引發公投

的法律漏洞，不尊重選舉制度，更試圖妨
礙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香港的司法制度及文化，主要承襲英式
的普通法傳統，法院對自身的權力保持克
制，盡量避免干預行政、立法的運作。英
國法院有時甚至會拒絕受理法院認為應該
交由國會處理的司法覆核。終審法院前首
席大法官李國能曾多次強調，「法庭並不
能就現代社會所面對的任何一項政治、社
會及經濟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更不可以就
這些問題提供萬應良方。」也就是說，法
庭不應牽涉政治議題，法庭不應充當行政
機關政策的把關人。

但是，以郭卓堅為代表的少數人，近年
動輒訴諸司法覆核，要求法庭就複雜的政
治、經濟、民生問題作出裁決，刻意把法
庭捲入政治漩渦，製造社會內耗。而當法
庭處理司法覆核案件的時候，或多或少會
在政治及其他社會層面產生影響，市民難
免會有所猜度。這種情況長此下去，勢必
令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受到質疑，削弱香港
的法治精神。

司法覆核只應針對政府的非法、越權或
濫權行為，而非針對政策本身。因此，此
次終院就替補機制的司法覆核判郭卓堅敗
訴，意義重大，再次表明法庭不干預政府
合法合理的政策，司法覆核不應淪為狙擊
施政、影響司法獨立的工具，維護了公眾
對本港良好法治的信心。

郭卓堅終極敗訴 終院維護法治重要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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