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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來臨，我國進入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新時代。回顧去年底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提到今年要科學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
會發展成一個集創新高科技及區域金融的世界級灣
區。專家分析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主權國
家的三個獨立關稅區深化合作的重要嘗試，這個規
劃能否成功就在於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真正
實現灣區內各城市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
流真正高效便捷地流通。應更注重城市間的多元與
融合，要做到真正全面開放、基礎建設聯通，如港
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
不可否認，粵港澳大灣區確實存在不同制度下的
雙關稅、雙法律體系等實際情況，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一體聯動須進行深層體制創新探索，形成連接三
地的體制通道。香港處於東盟與國家的中心，本身
就是自由港，又面向近20億人口的市場，應是大灣
區三地的最佳連結點。大灣區擁有6,600萬人口，
而且與廣大的內地市場無縫對接，如果港澳與內地
市場能充分融合，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互聯網產
業，都可與大灣區融為一體，達至合作互利。

完善大灣區三地產權制度
國家發改委於去年底在京召開年度工作會議，對
今年發展和改革工作進行具體部署，在推進區域協
調發展方面，提出要「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尤其提到，聯動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
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激發企業家精神三項改革。經
濟學者建議，大灣區建設應充分發揮市場分配資源
的作用，可考慮參照「PPP」，即公共私營合作制
模式實現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顯而易見，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是在創新驅動下，帶動粵港澳科
技創新資源向產業鏈高端集聚；實現重大基礎設施
互相聯通、生產要素流動加速、人才跨界創業，具

體包括產業生態、專業服務、公共服務、商旅服務
四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藉此搭上創科快
車，發展金融科技與智慧城市。
業界人士認為，在大灣區主要城市協同發展、
資源有效連結的條件下，首要是完善大灣區三地
產權制度，才能合作互利。香港應以內地國企混
改為契機，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引進外
部資本參與國企改革後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而
促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提升香港在經濟全球化
的競爭力。

防控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
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

強調出防範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位列三
大攻堅戰之首，「去槓桿」、促使金融業服務實體
經濟、清理整治各種金融亂象、加強監管等成為今
年經濟金融工作的重點，這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
展的關鍵。國家發改委的2017年度工作會議明確提
出，2018年我國將大幅度放寬金融等領域外資准
入，推進實施高水平的投資便利化措施，並全面實
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藉此搭上創科快車，發
展金融科技與智慧城市。事實上，數字經濟為代表
的新經濟發展蓬勃，大資料技術產業創新發展，已
形成內地網購、移動支付等方面發展領先全球，香
港應大力推動移動支付，為跨境金融平台作好部
署。同時，積極參與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互
聯互通機制，擴大至交易所買賣基金，加速人民幣
國際化步伐，香港金融業將大有可為！
毋庸諱言，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一定成效，消
費與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主要動力。服務業一向是
香港經濟強項，將可成為受惠者。圍繞「一帶一
路」建設，以投資帶動貿易、產業發展，特別是在
金融與專業服務方面，香港正好發揮所長。

執法獲罪不公平 打擊警員士氣影響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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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6日事發當晚，愈來愈
多人在馬路中心假裝綁鞋帶、撿拾硬
幣，有重佔馬路之勢，所以警員這夜特
別緊張，嚴禁他們衝出馬路，亦不准任
何人士在行人路停留，慎防造成堵塞。
若果途人是乖乖地遵從指示離開，警務
人員有需要出動警棍嗎？朱經緯原定可

於2014年11月25日開始退休前休假，但決定參與當日
執勤行動，他認真執行法庭有關指令，催促人群散去，
其間警棍擊中鄭仲恆。朱經緯難道會在當晚一群人中，
如裁判官所說偏偏對鄭仲恆「懷惡意」、「敵視他」
嗎？
整個警隊為應付涉及成千上萬人的「佔中」行動，早

已疲於奔命，情緒極度緊張不安，個別前線警務人員在
執法過程中出現有限度的失誤，而且沒有造成重大傷
害，應是情有可原的。

判決不能讓市民信服
裁決前，朱經緯代表律師呈上了包括兩位前警務處處

長在內的四十多封求情信，力證朱一貫盡忠職守，但都
被裁判官審理時忽視。裁判官也表示明白當時執法工作
承受極大壓力，但卻認為這些都不可以構成「打人」的
理由。朱經緯案件舉證主要是依賴個別傳媒拍攝片段、

鄭仲恆及醫生作供，這是事實的全部嗎？裁判官認為鄭
「只是路過」、「只是與朋友閒談」、「已經依指示離
開」等說法，能讓市民信服嗎？
更令人覺得難以接受的是，到場執行職務的朱經緯要

面對牢獄之災，但整個「佔中」、「佔旺」以及其後發
生的旺角黑夜暴亂，那些暴力推撞、襲擊以至掘起路磚
瘋狂掟向警員的示威者，卻沒有一一被法庭控以「襲
擊」之罪和入獄。反對派涉案不是免於起訴，就是獲司
法寬大處理，彷彿有「免死金牌」，換作是盡忠職守維
護社會秩序的前線警員或者是愛國愛港人士，就沒有那
麼好運氣了，判決總是從重從快從嚴。
「佔中」暴徒把維持法紀的警員視作敵人，暴力衝擊

警員，以語言辱罵、肢體衝撞、雨傘戳刺等駭人聽聞的
方式，衝擊警方防線，導致數以百計的警員受傷。還以
「網上起底」、粗言辱罵等下三爛手段，打擊警員士
氣。「佔中」開始了對警員更深層的衝擊，損害法治之
風不斷蔓延，發展到旺角暴亂，大批暴徒持自製武器及
不同硬物襲擊警員，並在多處地方縱火及破壞警車，暴
亂導致過百人受傷，其中大部分為警務人員。

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其惡

果甚於十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弄髒了一支水流，而錯

誤的司法判決則是污染了整個水源。」朱經緯案以及七
警案，污染法治的水源，嚴重打擊前線執法人員士氣，
導致日後前線警員在使用合法武力維持社會秩序時，擔
心誤墮法網，從而對維護香港的法治造成嚴重衝擊。尊
重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歷史清楚表明，法治
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
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社會尊重法治，也高度期望
法庭對每一件違法案件作出彰顯司法尊嚴的判決。
但是，法庭對於違法抗爭行為，往往高高舉起、輕輕

放下，犯事者上到法庭不是無罪釋放，就是輕判了事，
變相縱容、姑息有關惡行，令一些人更加有恃無恐。其
中，違法「佔中」的主要責任者大多逍遙法外。「佔中」
禍首戴耀廷當初聲言承擔責任，如今不僅拒不認罪，還以
所謂「雷動計劃」操縱選舉結果。被視為「佔中」黑手兼
最大金主的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同樣逍遙法外，而接受黎
智英政治黑金的一眾反對派政客亦平安無事。這些情況
都未能彰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
法庭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公正是司

法的靈魂和生命，這就要求司法判決不枉縱。法庭只有
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線，本港的法治基石才不會動搖。代
表律師表示尋求上訴，社會輿論亦普遍支持朱經緯上
訴，期待上一級法庭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線，作出合情合
理的判決。

楊
志
強
香
港
工
商
專
聯
會
會
長

資
深
評
論
員

偽造文件搗鬼有術 抹黑中國豈可得逞

美國右翼的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在1月2日刊登了一
篇文章，題為《秘密文件揭露中國向朝鮮提供導彈增加
援助》，署名Bill Gertz。文中煞有介事聲稱：「該報能
夠獲得這份秘密文件，是因為有一位此前和中國情報與
安全工作相關的人士向該報提供了一份4頁紙的影
本。」
這份所謂「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要求中聯部與朝

鮮執政當局溝通，表達中國如下立場：強調中國保衛朝
鮮政權的決心。朝鮮無需立即放棄核武器，只要朝鮮不
再開展新的核試爆，中國就將加大對朝經貿和軍事支
持，2018年的援助資金將較前一年增加15%，以後5年
每年增長不低於10%。大力促進對朝貿易增長，保障朝
鮮政權的正常運轉。在充分保障朝鮮內需的情況下，我
方僅作象徵性的處理或懲罰云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3日就此回應，指出稍有常識

的人都能看出來，文件是偽造的，他再用英語強調：
「一句話，fake document（假文件）。」而後，《環球
時報》發表社評《偽造文件抹黑中國，敵對勢力很惡
毒》稱，這份最新披露的所謂「中共中央辦公廳文
件」，是將朝核僵局責任向中國栽贓系列陰謀的最新行
動。
這份虛假「文件」手法低劣破綻百出，居然還會被誤

認成真，可見美國相關專家判讀文件水準低落，實在是
落人笑柄。這種偽造的文件騙境外人士容易得手，但中
國大陸的專家和體制內人士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文
件」與中國實際立場嚴重衝突，也不符合中共黨內機構

的工作規則和中共黨內用語。

針對中國虛假資訊接二連三
去年12月23日，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朝鮮11月發射洲

際彈道導彈一致通過第2397號決議。決議適度強化對朝
制裁措施。中方希望有關各方都能全面、平衡執行包括
第2397號決議在內的安理會涉朝決議，推進半島有關問
題和平解決。
最近一段時間，圍繞中國破壞安理會制裁決議的虛假

資訊接二連三冒出來，都是意在抹黑中國。最近日本和
韓國媒體登出了幾張據稱是美國衛星拍下的照片，照片
上有朝鮮船隻與貌似中國的船隻挨在一起。美國媒體認
為這些照片提供了中方違反安理會決議向朝鮮輸送石油
的證據，把美國領導人都騙了。美國總統特朗普12月29
日凌晨發了一條帶情緒的推特，針對美國衛星拍下朝鮮
船隻與「中國船隻」在公海上交易油品的報道，特朗普
寫道：「被抓了現行！非常失望，中國正在允許石油進
入朝鮮。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絕不會有解決朝鮮問
題的友善方案。」而後來證實是，一艘台灣人在香港註
冊的船隻，裝載日本精煉油向朝鮮方面走私。
近來境外敵對勢力在朝核問題上針對中國的一連串栽

贓顯然都不是個人行為，它們的炮製者為構陷中國，下
了工夫投入了資源，正朝各個方向和角落佈置能給中國
帶來某種傷害的明槍暗箭。但是，正如魯迅先生說：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
古來無有。」

黎子珍

退休警司朱經緯在2014年違法「佔領」期間，因用
警棍驅散違法者時誤傷途人，被控襲擊致造成身體傷
害，遭裁判官錢禮裁定罪名成立並判監三個月。宣判
一公佈，全城嘩然，因為大批在違法「佔領」中有暴
力衝擊行為的激進人士，都獲法庭輕判，而「佔中三
丑」等幕後黑手更是至今逍遙法外。但在依法執行職
務過程中出現輕微過失的警務人員卻被重判，實在令
人費解。
要理解錢禮的判罰，大家不妨先看看她近年來的一系

列判決。2016年5月5日，判處公民黨副主席兼嶺大教
授陳清僑違反停牌令駕車罪成，罰款6,000元及停牌一
年。2015年7月13日，判處違法「佔中」期間用鐵馬撞
爛玻璃意圖強闖立法會大樓的4名暴徒，各150小時社
會服務令。2015年6月22日，已有126次違反《淫褻及
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罪成記錄的壹傳媒，旗下刊物《忽
然１周》承認再犯此例，被判罰款9,000元。2014年9月
26日，違法「佔中」義工陳玉峰的胞弟陳白山因參與反

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被警方調查時發現家中藏有大
麻，獲判罰1,500元。
看完之後，相信大家一定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

有的人重罪卻可以輕判，但有的人小錯也需要大懲，這
中間的道理，我等缺乏精英心態之人實在無法理解，難
道法律不是必須一視同仁的嗎？判刑的輕重尺度不應當
一碗水端平嗎？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事發當晚，場面極度混亂，大批激進人士以各種方式

搗亂，當人多勢眾時就衝擊警方防線，當落單時就扮途
人混在人群之中，電光火石之間，警方根本難以辨認。
考慮到此前朱經緯警司已經長時間工作，承受着沉重的
壓力，在工作中出現些微失誤十分平常，而且這些失誤
也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就像任何人都曾在工作中出現
過失誤一樣，根本不需要上升到法律的層次。
因此，我們必須支持朱經緯警司上訴，不但是為了還

他一個清白，更是為了維護香港法治的尊嚴，讓大家知
道法律是用來懲惡揚善的，而非相反。

朱經緯小錯被大懲 反對派重罪卻輕判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一地兩檢」爭議一碗水要端平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香港高鐵站「一地兩檢」合作
安排方案，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十分擁護和欣喜。然而，
反對派和大律師公會反其道而行之，攻擊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不符合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
我先講一件事情，深圳灣口岸的開通，是深港合作的

成功例子。但深圳灣口岸的設立，全部在深圳的土地上
設立的，也就是說，深圳灣口岸的香港海關佔用的是深
圳的土地而不是香港的土地。再說得清楚一點，深圳灣
口岸的「一地兩檢」是在深圳的土地上劃出一部分設立
香港海關，實施香港的法律，反對派和大律師公會當年
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現在，人大常委會批准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安排，

反對派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卻說內地佔用了香港的土地，更
指在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有關出入境法律，違反基本法，
破壞了「一國兩制」。這樣說，不是很可笑、很片面嗎！

深圳灣口岸的香港海關可以佔用深圳的土地，西九站
「一地兩檢」安排，內地佔用很小一部分香港土地作為
內地口岸區，就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這樣
武斷的說法公平嗎？俗語說，一碗水要端平，反對派攻
擊「一地兩檢」，這一碗水能端平嗎？西九站「一地兩
檢」是為香港市民辦的一件大好事，便利香港市民搭乘
高鐵到全國各地旅遊、經營，反對派的無理指責，顯然
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是次安排對香

港法治絲毫無損，反而凸顯了基本法是一個具前瞻性、
「活」的憲制文件，指基本法具有生命力，能解決香港
現實問題。
一句話，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安排的決定，合

憲合法，不影響「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是
有利香港發展。

陳德成

應在大灣區體制創新發揮作用
楊孫西

中國近年稅務改革的四大目標中的其中一個重大
目標，就是有計劃地推出籌備策劃已久的環境保護
稅。環境保護已成了當今世界的重要課題，因為環
境保護工作的好壞，不單止是每個國家和地區自身
的自我環境保護的問題，它直接影響鄰近國家和地
區人民的生活和居住環境和健康的實質問題，甚至
因某些國家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導致環保不力，造
成全球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冰山崩融，每年地球
氣溫上升。
各國政府紛紛呼籲全球減少碳排放，以保護地球
人類和生物的生活環境。作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由於大城市工業生
產量大，碳排放嚴重，雖然多年來中國政府已大力
限制工業生產的「三廢」（即廢
水、廢渣、廢氣）的排放，採取
收費和罰款以及強令搬遷等具體
措施，仍收效甚微，北京霧霾天
氣甚至要學校停課，在各大城市
環境污染日趨惡劣，怨聲載道的
今天，如何改善環境污染問題已
迫在眉睫。
早幾年，中國曾實施消費稅和
車船稅的改革，已納入了寓禁於
徵保護環境的內容，但仍收效不
大。寓禁於徵，必須推出新的環
境保護稅，因為中國已加入了有
關限制碳排放的國際公約，有義
務去實施、執行，而從保障人民
健康，促進經濟建設的角度來
看，用強有力的措施來實行環境

保護更刻不容緩。
早在2016年底，人大常委會終於通過了新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並宣佈該法從2018
年1月1日起在全國實施。去年12月25日，李克強
總理公佈了今年實施的《環境保護稅法》，內容包
括：空污染稅額每當量1.2元；水污染物為1.4元；
固體廢物依種類每當量課稅5元至1000元不等；噪
音按超標分貝數，稅額每月350元至11,200元不
等，直接向環保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和其他生產
經營者徵收。實行多排污多交稅，少排污可享受減
免優惠，開徵環境保護稅後全國每年約可多收500
億元稅款。淨化內地環境，這將減少由北方浮移香
港的污染物，大大有利於香港的環境保護。

內地開徵環保稅有利香港環保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香港近年時常受空氣污染問題的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