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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展所長 港覓新機遇
林鄭：中央挺港參與建設 甯吉喆冀各界積極主動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由特區

政府與香港貿發局共同主辦的「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昨日假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約2,500名來自全球的政商界人士出席，

40名演講嘉賓分享「帶路」商機。特首

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甯吉喆，國家商務部副部長高

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謝鋒，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香港貿發局主席羅

康瑞，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等出席論壇

開幕式。林鄭月娥演講時表示，中央政府

對香港參與「帶路」建設的支持顯而易

見，希望香港充分發揮自身所長，在「一

帶一路」中找到新機遇（另見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文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特派員謝鋒昨日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時
致辭表示，「一帶一路」
既是中國對外發展的新機
遇，亦是世界發展及香港
發展的新機遇，希望香港
砥礪前行，為「一帶一
路」建設作出貢獻。同
時，外交部駐港公署將繼
續促進內地、香港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
共贏，實現「1+1+1>3」
的效果。
謝鋒致辭時表示，國家

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建
設「一帶一路」倡議，秉
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
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
神，以「共商、共建、共
享」為原則，將中國發展
同沿線國家發展相結合，
將「中國夢」與沿線各國
人民的夢想相結合，賦予
古代絲綢之路新內涵。
他指出，「一帶一路」

是中國對外發展的新機
遇，統領中國新一輪改革
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
發展、促創新，將中國資
金、技術、產能優勢、經
濟發展經驗與沿線國家的
資源相結合，形成內外聯
動、陸海統籌、東西互濟

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沿線國GDP增速成閃光點
謝鋒又指，「一帶一路」同樣是世

界發展的新機遇，為世界經濟持續、
繁榮、均衡增長注入中國動力，給各
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4年
來，內地僅央企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的企業近1,700間。亞投行及絲路
基金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項目提
供資金保障。
數據顯示，2016年「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GDP增速為4.6%，超過發展
中經濟體3.6%的平均增速，成為世界
經濟的閃光點。
他續指，「一帶一路」同樣是香港發
展的新機遇，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中
外，既有「一國」之利，又有「兩制」
之便，在多個專業服務領域優勢突出，
希望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促
成者及推廣者的獨特作用，續寫香港砥
礪前行、生機無限的新傳奇。
他強調，公署今後將依託全球260多

個駐外使領館的人脈、資訊等優質資
源，深入挖掘內地、香港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3方合作潛力，培育更多
合作共贏項目，實現「1+1+1>3」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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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推政策助港商參與「帶路」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今年踏入第二屆，論壇以「化
願景為行動」為主題，匯聚來自「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主要官員、國際機構代表、
商界翹楚及行業領袖。主辦方特區政府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在開幕儀式上致辭指出，香港
有望於11月正式簽署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促
進香港與「帶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此
外，特區政府現正在與中央政府磋商，希望
達成協議，為香港在「帶路」中發揮所長創
造條件，特區政府本身也將提供財政政策支
持，讓港商更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林鄭月娥表示，自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

平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愈來
愈多企業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全
球的聯通，而這種聯通不受政治、經濟等
因素影響，現時來看有關「帶路」政策落
實已愈來愈成熟。
她強調，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樞

紐城市，將對政策落實作出重要貢獻，國
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時的講話，顯而易
見地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的支持。

港具「一國」之利「兩制」之便
林鄭月娥分享說，特區政府現正在與中

央政府磋商有關協議，希望為香港在「帶
路」中發揮所長創造條件，現時雙方正就
具體細節進行確認，希望盡快簽署協議，
為香港帶來新機遇。她指出，香港在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上具備先天優勢，包括
「一國」之利、「兩制」之便，香港享有
高度自治的優勢，特區政府將會為「一帶
一路」給予財政政策支持，讓香港更好參
與「帶路」建設。
她續說，自己自7月份上任以來已出訪新
加坡、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有望於11月正
式簽署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希望藉此促進
香港與「帶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另

外，貿發局在全球46個辦事處亦會起到鏈
接「帶路」國家與香港企業的作用，促進
香港企業在「一帶一路」中開闢商機。
林鄭月娥又稱，亞洲地區的基建融資面

臨挑戰，根據亞投行估計，自2016年至
2030年間，每年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
礎設施投資需求年均將達1.7萬億美元，是
以往投資額的1倍。
她表示，香港在融資方面有天然優勢，

相信未來參與「帶路」融資服務有很大前
景。她補充，香港未來將重點扶植綠色金
融，推動香港在綠色金融、綠色信貸市場
的發展。

論壇首先由林鄭月娥、甯吉喆、高燕、
謝鋒作主題演講，分別從香港、中央

的角度分享香港與內地在「一帶一路」建
設中的機遇與優勢。他們均表示會支持香
港主動作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隨
後，論壇進入討論環節並展開多場專題分
組論壇，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商經局局長邱騰華等參
與後續討論及致辭。

發改委四方面挺港參與「帶路」
甯吉喆在開幕式上致辭表示，香港今年6
月加入亞投行，為「帶路」建設添磚加
瓦。發改委將從四個方面支持香港參與
「帶路」建設，包括結合區位特點，打造
與香港對接的合作機制與平台；促進資金
融通，支持香港提供金融支撐與國際化服
務；支持香港利用專業人才，提升服務專
業化水平；建立人文優勢，促進香港與沿
線國家民心相通。

他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既是當代要
務也是長遠大計，希望香港各界積極主動
作為。
高燕致辭時指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

貿易及航運中心，是全球公認的最自由經
濟體，在促進「帶路」沿線國家加強貿易、
投資及經濟技術合作上具獨特區位優勢。

高燕：港可與內地優勢互補
高燕指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具「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香港在參與
「帶路」建設時可與內地優勢互補形成合
力。
她指出，「一帶一路」前景廣闊，現時已

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化為現
實，未來商務部將從優化工作機制、加強交
流合作、搭建交流平台、完善合作環境4個
方面，支持香港參與「帶路」建設。
謝鋒致辭時表示，「一帶一路」既是中

國對外發展的新機遇，亦是世界發展及香

港發展的新機遇，希望香港砥礪前行，為
「一帶一路」建設作出貢獻（另見稿）。
隨後，邱騰華參與「投資『一帶一

路』：與政策官員對話」討論環節。陳茂
波則參與專題午宴並致辭，解析亞投行最
新動態及其對環球基建投資帶來的啟示。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前排右六前排右六）、）、張曉明張曉明（（前排左五前排左五））等眾嘉賓出席等眾嘉賓出席「「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高峰論壇。。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議程
議程 內容或主題

開幕環節 林鄭月娥、甯吉喆、高燕、謝鋒先後作主題演講

討論環節（一） 投資「一帶一路」：與政策官員對話

討論環節（二） 商伴與東盟：基建推動增長

專題午宴 亞投行最新動態及其對環球基建投資帶來的啟示

專題分組論壇 透過香港抓緊基建投融資機遇

專題分組論壇 香港作為解決基建爭議的平台

專題分組論壇 青年企業家分享「一帶一路」機遇

投資及商貿配對環節 「一對一項目對接」、「投資項目介紹及交流會」

資料來源：「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近來，香港大學校園出現鼓吹「港獨」之風，以及
泯滅人性的冒犯言行，受到香港主流民意嚴厲批評。
但校園內，涉事者至今毫無悔意，13間大專院校學生
會甚至聯合發出聲明，不僅拒絕認錯，還反指特區政
府打壓言論自由，一副「殊死戰鬥」的架勢。此時，
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不
希望社會捲入校園事務。問題是，近年的校園，早已
「教育就是政治、政治騎劫教育」，擺在社會面前的
事實是，一些政治勢力和把持教育資源的人，打着
「學術和言論自由」的旗號，在校園裡向學生進行洗
腦式政治煽動，包括灌輸「港獨」思想，鼓吹「違法
達義」，挑動學生仇視、對抗社會和規範等等，把本
來寧靜的校園搞得烏煙瘴氣，個別學生受歪論荼毒而
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因此，社會要求特區政府及大學
當局堅持法治原則，對「港獨」違法言行及挑戰社會
道德底線的行為，進行嚴正處理，並採取有效措施將
推銷、煽動「港獨」的勢力，以及泛政治化思潮逐出
校園，從而拯救香港的教育，拯救香港的孩子。果能
如此，社會才會為真正的「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
治」而欣慰。

近日來，在香港主流社會強烈譴責校園發生的「港
獨」違法言行的同時，也出現一些聽似「公允」的言
論，例如有某學校高層人士昨天表示希望「教育歸教
育、政治歸政治」，不希望社會再批評這些校園裡面
發生的極端過火行為，讓大學和學生們自行來解決。
拋開任何主觀意圖的猜測，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所
謂「教育」，從概念上說，就是培養人的一種社會活
動，包括通過校園的傳播和學習，讓人類文明成果，
包括各種知識、技能和社會生活經驗得以傳承。因
此，專業的教育與政治，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本來
是不應該混為一談。香港社會上大多數善良的人，一
直信奉、謹守「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但香港人的美好願望，被嚴酷現實打破：某些政治
勢力，通過掌握了教育話語權的人，以泛政治化騎劫
了教育。他們在校園裡打着「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旗
號，持續對學生進行洗腦，在學生之中煽動「港
獨」，鼓吹「違法達義」，挑戰香港基本法和法治精
神，甚至教唆學生參與非法活動。一直在鼓吹「公民
抗命」，發起違法「佔中」的港大副教授戴耀廷，就
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也有些教師沒有肩負起教書育
人的重任，不僅沒有向學生教導基本的社會公義標準
和道德規範，而且以不滿社會的負能量影響學生，導
致部分學生人倫道德觀念缺失。在這些充滿政治化的
教育行為荼毒下，部分學生中「政治毒」越來越深，
少數學生更是「獨癮」深種，成為「港獨」的幹將和
馬前卒。這樣的現實，怎麼能讓香港人相信近年的香
港教育是「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的呢？

所以，香港主流民意自然而然要求：多年來的「習
非成是」是時候改變，民意是時候監督過往甚少作為
的監管者、管理者，不要再無所作為，任由以政治騎
劫教育的人褻瀆我們的教育、毒害我們的孩子。任何
堅守教育專業的世界一流大學，都對學生的守法精神
和道德修養有嚴格的要求，美國哈佛大學近期就取消
了多位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不當言論的新生入學資格。
這才是真正的「堅持教育原則」，做法值得香港所有
教育機構借鑒。為了讓香港教育回歸教育專業本意，
避免更多的學子被誤導、荼毒，特區政府有關方面以
及大學管理當局必須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要
求，堅持原則，正本清源，分清是非，依照法律和校
規，理直氣壯地對校園宣揚「港獨」行為進行嚴肅處
理。如果對「港獨」思潮氾濫以及道德缺失等嚴重問
題無所作為、聽之任之，就是監管者和管理者的失
職，給香港社會未來造成的危害，將嚴重到香港人無
法承受。

肅清校園「港獨」才能拯救香港教育 拯救我們的孩子
13名示威者因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的示威，上月被上訴庭改判監禁。上訴庭
昨頒下判詞，強調所謂「公民抗命」涉及
犯法手段，違反基本法，不能作為開脫罪
行的解釋。法庭的判詞明是非、正視聽，
揭穿「公民抗命」不過是暴力違法的假面
具，強調所謂「理想崇高」的「公民抗
命」不能成為獲得輕判的理由，法庭更會
判處具阻嚇力的懲罰，以儆效尤。判詞更
證明戴耀廷鼓吹「公民抗命」煽動暴力，
破壞法治與安寧，更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近年本港有人打反對「地產霸權」、
「爭取民主自由」等的旗號，自恃「有理
想公義」作擋箭牌，便無須遵守法律，可
隨意包圍立法會、衝擊政府總部，衝擊公
共秩序，即使被判有罪也可獲輕判。但上
訴庭的判決及判詞，對「為公義違法可輕
判」作出當頭棒喝。法庭強調，法律只認
同和保護合法的權力和自由，違法者無論
犯案動機多麼崇高，一般來說不是求情及
輕判理由；「公民抗命」涉及犯法，必然
違反基本法要求所有香港市民遵守法律的
要求，因此不能以「公民抗命」作為開脫
罪行的解釋。判詞明確了一項準則：「公
民抗命」的本質就是違法，包圍衝擊立法
會更屬嚴重暴力罪行，必須判以較重的刑
期，才能防止其他人有樣學樣。唯有如
此，才能彰顯法治精神，維護香港的核心
價值。以「公民抗命」作為抗辯理由，企
圖開脫罪責，法院絕不接受。

「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歪理，
是身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近年戮

力鼓吹的，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違法
「佔中」、旺角暴亂等違法暴力事件，正
是「公民抗命」謬論催生的產物，一次次
衝擊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誤導年輕人
走上違法暴力的邪路。黃之鋒等人因衝擊
政府總部被判入獄，戴耀廷又引述英國大
法官賀輔明對「公民抗命」的評價，並得
出結論聲稱，「公民抗命是文明的標
記」，強調「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悠久
及光榮的歷史。

但事實絕非如此，昨日法庭判詞揭穿戴
耀廷的說法斷章取義，推卸罪責。上訴法
庭在判詞中特別引用賀輔明對「公民抗
命」的看法，指出賀輔明眼中的「公民抗
命」，只適用於情節輕微的案件，違法者
不能為所欲為，且會以認罪及接受刑罰來
表達自己的信念。相比之下，戴耀廷口中
的「公民抗命」，包圍立法會、衝擊政府
總部等違法行為，罔顧法律，以暴力破壞
公共秩序及安全，性質嚴重，「公民抗
命」只是違法者千方百計逃避法律制裁的
擋箭牌，根本不符合賀輔明所指「公民抗
命」。

戴耀廷刻意曲解「公民抗命」可以不受
法律約束，完全混淆是非，曲解法治。經
過法庭判詞的解釋，相信市民可以清楚，
戴耀廷之流「有識之士」鼓吹「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其實是以追求理想自
由為名，煽動他人犯法，「公民抗命」絕
非文明公義的傳統，而是摧毀法治的行
為。戴耀廷鼓吹違法、煽動暴力，更須受
到法律制裁，不能讓其逍遙法外。

法庭判詞揭穿「公民抗命」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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