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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與浙加強科教金融旅遊合作

喜見港商杭創業 勇嘗試各行業

特首盼推滬港合作邁「高呢」
以第四輪合作為契機 深化經貿文藝青年交流 獻力「帶路」建設

趕追創科望獲阿里巴巴支持

韓正在會面中，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
和2,400萬上海人民，對林鄭月娥就任

後不久就到上海、深化滬港交流合作表示歡
迎：「您這次來我們一起討論，對下一輪的
合作交流與合作機制的完善，能夠在過去的
基礎上，進一步按照共同討論的意見，特別
是在貿易、文化、城市治理、青少年交流上
可以加大力度。」

韓正：習主席指明了方向
他指出，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
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發表重
要講話，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指明
了方向，對香港謀劃未來發展有着極其重要
的指導意義。

在談到滬港關係時，韓正表示，香港和上
海關係特別密切，雙方在2003年就建立了
合作機制，「明年我們應該開第四次了。我
相信，在明年的會議上，我們一定能夠在前
幾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兩個城市之間更好
的一個合作橋樑。」
他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
心、貿易中心，在金融航運方面人才匯聚等
各方面都是上海學習的榜樣。上海正在推進
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建設。
在推動過程中，無論是金融、還是貿易、還
是航運，香港很多很好的做法都值得上海學
習、借鑑。
韓正強調，圍繞國家戰略，香港和上海都

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可以發揮

各自的優勢，推動兩地共同發展。他希望滬
港兩地緊緊圍繞國家戰略、服務「一帶一
路」建設，在原有合作成果基礎上，不斷完
善合作機制，更好發揮各自優勢，特別要加
強文化、城市治理、青少年的交流，攜手為
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林鄭月娥笑言，她和韓正、應勇都是浙江

人，加上大兒子在上海工作，故每次到上海
都很有親切感。在經濟合作方面，滬港關係
就更為緊密，「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有賴
於很多當時上海過去的企業家。隨着內地改
革開放，很多香港企業也在內地投資，首選
也是在上海。現在又轉到一個階段，就是很
多內地的企業到香港集資上市。」

林鄭冀加強金融互聯互通

她希望雙方以開展第四輪合作機制為契
機，進一步深化經貿、文化藝術、創意產
業、青年交流，加強金融領域的互聯互
通，共同努力把滬港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為服務國家戰略、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作出更大貢獻：「希望在香港召開，前兩

次都是在上海。」韓正則回應：「就按你
的意見。」
林鄭一行結束對上海的訪問後前往杭州，

其間拜會了浙江省領導，及參觀阿里巴巴等
（見另稿）。她原定昨晚返港，但受颱風
「天鴿」影響而延至今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正在浙滬訪問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行，昨晨在上海興國賓館

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市長應勇會面。韓正指出，圍繞國家戰略，香港和上海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

市，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推動兩地共同發展。滬港合作機制將於明年舉行第四次會議，相信雙方將進一步推動

兩個城市之間更好的合作。林鄭月娥希望雙方以開展第四輪合作機制為契機，進一步深化經貿、文化藝術、創意

產業、青年交流，加強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共同努力把滬港合作推向更高水平，為服務國家戰略、服務「一帶

一路」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昨日下午，林鄭月娥一行到
訪阿里巴巴杭州總部。作為國
際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之
一，香港始終是阿里巴巴全球
化業務的重要橋頭堡，發揮着
「超級聯繫人」作用。林鄭月
娥特意向馬雲表明特區政府趕
追創新科技的願望，並希望得
到阿里巴巴的支持。馬雲回應
指，阿里巴巴將更多地參與香
港的發展，又指阿里巴巴全球
化戰略需要更多全球化的人才加
入，歡迎更多香港年輕人參與進來。
馬雲向林鄭月娥介紹，阿里巴巴

是一家非常年輕的公司，成立至今
才18年，18年間，從一個18人的
公司發展到現在有員工近6萬人。
「不管我們參與的行業有多少，但
一直專注於幫助中小企業和年輕
人，這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是國
家的希望所在。」

馬雲冀把握機會參與港發展
交談中，馬雲坦言，之前阿里巴

巴沒在香港上市成功，認為這不是
香港失去了阿里巴巴，而是阿里巴
巴失去了參與香港發展的機會，他
對此表示遺憾，並希望在未來幾年
能把握機會參與香港發展。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蔡

崇信則表示，阿里巴巴於2015年11
月成立的香港創業者基金，投資額10
億港元，至今已投資12家香港企業。
其中第一批投資的6家初創企業，

在獲得投資的首年，業績均取得顯著
增長，整體僱員人數更增加了
36%。「香港的創業者具備全球視
野、專業精神及創新思維，我們對香
港初創企業的發展充滿信心。相信這
些優秀的創業者，將成為推動香港創
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百港生入阿里巴巴實習
從去年開始，阿里巴巴推出香港

實習生計劃，截至目前已經有超過
100位香港實習生進入阿里巴巴各
部門實習。昨日，多名在阿里巴巴
實習的香港大學生也來到現場，與
林鄭月娥一行進行交流。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宋希霖就是
今年入職的實習生，目前在淘寶
「玩美生活」運動品類從事商品運
營。兩個月的杭州生活，不僅讓她
對互聯網和電商的發展有了更多了
解，也讓從小在香港長大的她，對
內地有了更多親切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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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在杭州城中香格
里拉與四十多位在杭港人交
流溝通。她笑指，浙江也是

她的家鄉，杭州是個人傑地靈的好地方，令她
意想不到的是在杭創業經商的港人涵蓋各行各
業，無論是投資金融，還是餐飲物流，在場的
港人朋友都勇於去嘗試和學習，這是非常難得
的。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浙江會長歐鎮江

會後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轉述指，林鄭月娥除了
關心在杭港商的營商環境，還特意了解了港人
在杭州的生活情況，包括回鄉證在這裡好不好

用、是否便利。
「林鄭月娥問起我們有沒有試過用回鄉證在

火車站自助購票取票，還貼心問起售票機是否
好找，有沒有明顯標識等等。當得知杭州火車
東站已有自助售票機後，她很高興，還說今後
陸續會有200多台機器在全國火車站安裝使
用，方便港人出行。」

來自中國美院的香港研究生溫辰旻則坦言，
收到特區政府的邀請時感到十分驚喜和榮幸，
他想借此機會推動兩地藝術院校的交流合作。
林鄭月娥聽了他的想法後，非常高興地表示

支持，還坦言隨着西九龍文化區的成立，香港

的文化藝術氛圍會更濃，也將鞏固香港文化樞
紐的地位。「她鼓勵我能做兩地藝術溝通的橋
樑，將香港文化引入杭州，也將杭州文化推向
香港。」

絲綢文化博物館融入AR技術
林鄭月娥一行昨日參觀了絲綢文化博物館。博

物館展出了不同年代和特色的刺繡服飾和配飾，
收藏過千件的近代及當代文物。其中，融入
AR、移動互聯等現代時尚技術「會說話」的絲
巾、絲綢明信片、蠶絲面膜、桑葉茶等獨樹一幟
的絲綢文化創意引起了她的濃厚興趣。她鼓勵繼
續保護傳承這些傳統絲織技藝，讓非物質文化遺
產發揚光大。■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
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一行昨日從上海搭乘高鐵到訪杭
州，並與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
家軍會面。林鄭月娥表示，自己祖
籍浙江舟山，這次來到家鄉訪問倍
感親切。近年來，香港與浙江的聯
繫越來越緊密，合作發展取得了巨
大成績。特區政府願與浙江在科
技、教育、金融、旅遊等領域進一
步加強合作，攜手發展。

袁家軍：兩地高層交往密切
袁家軍表示，長期以來，浙港兩地
高層交往密切，民間交流活躍，雙方
在經濟、文化、教育、金融等領域的
合作成果豐碩。「香港是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在市場經濟、對外

開放、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有
許多先進理念和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
習，雙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和潛
力。」
他表示，浙江將進一步推動與香
港的緊密合作，在「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下，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
決策部署，不斷強化和完善雙方已
有合作平台，以教育、科技、金
融、灣區經濟、人文交流等領域為
重點，深化務實合作，更好地實現
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浙江省發展迅

速，尤其是在電子商貿、創新科技
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浙港兩地
經貿關係密切，期望兩地在基建建
設、創新及科技、服務業、文化及
青年工作等範疇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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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中）、市長應勇（右）會面。

■林鄭月娥在杭州與浙江省省長袁家軍（右）會面。

■林鄭月娥與馬雲交談。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美國以制裁朝鮮之名對中國行使「長臂
管轄權」，昨天宣佈單方面制裁6間中國
企業。中國努力斡旋，使朝鮮半島形勢開
始好轉，獲得各方讚賞。正當半島局勢降
溫之際，美國再挑起事端，不但不欣賞感
謝中國維護半島和平的無私貢獻，反而制
裁中國企業，無道理、無道義，美韓聯合
軍演更如期上演，令人懷疑美國是否真心
希望半島和平穩定，還是刻意製造緊張，
以求渾水摸魚。美方應即時糾正錯誤，停
止單方面制裁，以免影響中美在相關議題
的合作，同時避免採取火上加油的動作，
破壞以對話解決紛爭的氣氛。

美國財政部突然發難，無端制裁中國企
業與公民，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發表聲
明駁斥：「中國反對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架構外的片面制裁，尤其是任何國家依據
國內法對中國實體和個人行使的長臂管轄
權。」聲明還表示，中國政府將依照本國
法律調查任何違反聯合國制裁的行為。

事實上，中國一直在努力為半島局勢降
溫，如在7月提出美韓暫停一年一度的
「乙支自由衛士」軍事演習，以換取朝鮮
停止導彈測試；本月5日，包括中國在內
的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一致通過對
朝鮮實施「最嚴格的」制裁。中國外交部
部長王毅指出，鑒於中國同朝鮮的傳統經
濟聯繫，執行決議、付出代價的主要是中

方。為了維護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穩定，中
國義無反顧，作出積極貢獻。但是，制裁
不是目的，要根本解決半島核問題，必須
用外交和政治手段，透過談判實現半島無
核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口頭上希望緩和半
島危機，行動上卻不斷火上加油。美國蠻
橫無理制裁中國企業，損害中國的聲譽和
利益；更不理中國的善意勸阻，一意孤
行，美韓「乙支自由衛士」軍事演習如期
上演，而且規模龐大，使得剛剛緩和的半
島局勢又再升溫。美國還藉口半島局勢持
續緊張，暗中加快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
使得半島安全問題更加複雜化。

半島局勢問題是歷史長期形成，不可能
在短期內解決，企圖以外力、武力施壓只
會適得其反。半島局勢關係到東北亞乃至
全球的和平穩定，各方應吸取過去兵戎相
見、生靈塗炭的教訓，以理性對話代替挑
釁，努力尋求和平共贏的局面。

一直以來，中方始終堅定維護半島和
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中方堅決反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
行為，也堅決反對任何加劇對立緊張的
言行。美國這次單方面制裁中國企業及
不合時宜的軍演，對於緩和半島局勢有
害無利，反令之前各方推動和平的努力
成果大打折扣。

美制裁中企毫無道理 加劇半島危機
上訴庭改判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即時監禁一案，引

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人更對律政司和法庭作出不符事實、
有損法治聲譽的評論。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專門撰文，指出3
人被定罪和判刑，完全是因為他們的違法行為，而非政治
主張。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接受訪問時亦表示，袁國強
上訴合理，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獨立依然。袁國強的解釋，
澄清了檢控機關提出覆核申請以及法庭處理覆核的判決，
只涉及法律議題，完全與政治無關，上訴庭接納覆核並判
律政司得直，證明律政司覆核有理，更說明從覆核到判決
都是以法論法、依法辦事，「政治迫害」之說是無稽之
談。

對於黃之鋒3人被判入獄，「政治檢控」、「政治迫
害」的歪論甚囂塵上。袁國強的文章從3個不同階段作出解
釋。袁國強指出，在檢控階段，3人被檢控的罪行涉及非法
集結，而非法集結的重點是參與集結人士的行為是否違
法，絕非因主張的政治理念而被檢控；在審訊階段，3人是
經過公平、公開的審訊才被定罪，3人均有法律代表，亦有
充分機會向法庭提出他們希望法庭考慮的陳詞，3人曾就定
罪裁決提出上訴，但其後放棄上訴，意味3人對定罪的裁
決無異議；在刑罰覆核階段，律政司的兩次覆核申請，分
別依據《裁判官條例》第104條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81A條提出，無加諸其他政治考慮，刑罰覆核聆訊亦以
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符合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本案的判案書明確指出，3名被告並非因為
行使集會、示威或言論自由而被定罪和判刑。他們之所以
被定罪和判刑，是因為他們僭越了法律的界線，以及他們
嚴重違法的手段。由此可見，本案由檢控至上訴庭處理刑
罰覆核，每個階段均嚴格依據法律進行，法律觀點清晰明

確，符合程序公義。因此，任何尊重香港司法獨立的人
士，即使不同意法庭的判決，只會支持被告提出上訴，但
絕不會對本案的判決提出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上綱上線
形容為「政治審判」、「秋後算賬」。

律政司提出刑罰覆核除被本港別有用心之人視為「政治
檢控」外，有外國媒體亦爆料指，律政司內的高層檢控人
員本不建議上訴，只是律政司司長堅持上訴。言下之意是
律政司司長一意孤行，對黃之鋒3人死咬不放。

曾經在港擔任檢控官數十年的江樂士，1997年起出任刑
事檢控專員，直接向律政司司長負責，至2009年才卸任，
現仍為國際檢察官聯合會的要員。江樂士認為，黃之鋒3人
案中，原訟法庭的判刑明顯有誤，裁判官的理據亦顯然有
問題，律政司司長在無可奈何下只能上訴。江樂士亦認同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指，「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
鼓歪風……本案是一宗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並強調
確保判刑可以防止罪案發生，是上訴法庭其中一個功能，
若某一類罪案有增長風氣，上訴法庭有必要制止之於萌芽
之時。江樂士的見解，再次證明袁國強提出覆核判斷正
確，純以法律角度處理案件，不存在任何政治動機。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行使集會、示威和言論等自由，必
須合法。不論任何人、持任何理由，都沒有凌駕於法律之
上的權力。有人肆意「違法達義」，為追求心目中的「崇
高理想」，不惜以身試法，亦不能獲得法律的優待。律政
司司長有權有責維護法治，法庭亦有責任判處具阻嚇性的
判罰，制止犯罪，彰顯法治，明辨是非，防止歪理變真
理，誤導公眾。把律政司的檢控、法庭的判決誣衊為「政
治檢控」、「政治審判」，不尊重香港司法獨立，才是以
政治干預司法，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律政司覆核申請以法論法依法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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