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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晤十校長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盼高校引領青年打開胸襟

2018年1月13日（星期六）

拓港青視野 共擔中國夢
■林鄭月娥形容大家「上咗寶貴嘅一課」。

學習大國外交
特首：寶貴一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
交部特派員公署網站載，2018 年 1 月
10 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向香港
10 所高校校長作題為「中國特色大國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兩
制」要貫徹落實執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就
需要了解國家各項方針大政。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fb發帖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
鋒向她和特區政府 200 多名同事主講了「新
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令我印象深
刻嘅係『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
伴』嘅外交理念」，更形容大家都「上咗寶
貴嘅一課」。

交」的專題報告。謝鋒強調，希望香港
高校引領香港年輕一代，打開胸襟，拓
展視野，把個人的前途和香港建設、國
家發展、人類進步聯結起來，志存高
遠，腳踏實地，在內地和香港的快速發
展和深度融合中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
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
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謝鋒（左七）與各所高校校長大合照。

10 所高校校長新春餐
謝鋒在公署與香港
敘，並作題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的專題報告。10 所高校負責人、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楊義瑞及各部門負責人參加。

深闡習近平思想內涵
謝鋒在專題報告中，從中國積極提供惠
及世界的公共產品、積極維護大國關係總
體穩定、主動參與全球治理 3 個方面，結合
大量詳實數據和鮮活事例，深入闡釋了習
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內涵和十八大以來中
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成果。
他並簡要介紹了涉港外交工作，表示公

署致力於做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
定守護者、特區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進
者、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的忠實維護
者，公署將大力推動「內地+香港+『一帶
一路』沿線和相關國家」3 方合作新模式，
在經貿、法律、人文 3 大領域促成更多實實
在在的合作項目。

新時代中國成就香港
謝鋒強調，當前中國發展正進入一個新
的更高階段，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
樣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新時代的中
國包括香港、需要香港，也必將成就香

駐港公署活動照片
港。
他希望香港高校引領香港年輕一代，打
開胸襟，拓展視野，把個人的前途和香港
建設、國家發展、人類進步聯結起來，志
存高遠，腳踏實地，在內地和香港的快速
發展和深度融合中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
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
富強的偉大榮光。
來賓們對謝鋒講話反響熱烈，高度評價
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的可喜
成就，並就香港高校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支持香港大學生「走出去」等與公署 ■謝鋒（右）與高校校長交流。
代表進行深入交流。
駐港公署活動照片

公署籲法服聯護航
「帶路」
建設

■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日前在深圳前海舉行成立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1 月 9 日，前海
「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在深圳前海

舉行成立儀式。應邀出席的公署條法部主任
周露露參贊指，希望包括內地和香港在內
的法律界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共

同努力，為「一帶一路」建設保駕護航。
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是由
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和深圳市貿促
委聯合主管的社團組織。作為首家以華語
律師為主要成員的國際性法律平台，聯合
會以深港合作為基礎，旨在整合全球華語
律師資源，並聯合仲裁、公證等法律服務
機構，配合「一帶一路」國家倡議，為中
國企業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
也為海外華語律師參與「一帶一路」提供
合作平台。
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深圳市政法委、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等部門的領導和嘉賓，以及內地知名
法律服務機構代表、「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和地區的華語律師代表和企業界人士共
300餘人出席了當日成立大會。

周露露：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應邀出席成立大會並在「華語律師助力

『一帶一路』倡議」主題對話環節擔任嘉
賓的周露露，在發言中表示，隨着中國全
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走向深入，專業法律服務將扮演更為重要
的角色；希望包括內地和香港在內的法律
界充分發揮好「一國兩制」優勢，共同努
力，為「一帶一路」建設保駕護航；希望
聯合會為凝聚華語律師力量、提升華語律
師專業服務的國際影響力貢獻力量。
周露露並以法律領域為例，介紹了公署
在支持特區對外交往，不斷提升特區國際
影響力和法律服務競爭力等方面所做的工
作，重點介紹了公署從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出發，新近提出的「內地+香港+
『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3 方合作新
模式，以及公署在該平台下開展的活動和
努力方向，表示未來願意與聯合會開展合
作，共同為促進香港融入國家、促進華語
律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更大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前日於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透
露，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短時間內應邀上
任，有部分事務未完成處理，故批准她繼
續完成 6 宗仲裁個案，反對派即就此大造
文章。特首辦前日深夜回應事件，指涉及
的全部個案已完成審理，倘若鄭若驊因此
而請辭，實有違其職責，更會帶來極大的
不便，考慮到個案並不涉及香港特區政府
或公務事宜，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同
時，鄭若驊亦無償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春
季課程，並已作出書面承諾，確保不會涉
及利益衝突。

辭仲裁員損港拓區爭議中心
特首辦發言人前日深夜發表回應指，涉

及的 6 宗個案已完成審理，鄭若驊以仲裁
員身份所負責的工作基本已經完成，僅餘
下相關仲裁團隊最後擬定及公佈仲裁結
果，按進度料在幾個月內可完成有關工
作。因此，倘鄭若驊在現階段辭去仲裁員
的職務，實有違她作為仲裁員應負的責
任，為仲裁雙方帶來極大的不便或損失，
甚或不利於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區域性法律
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這政策方向。
發言人續說，在不違反仲裁個案內容保
密的前提下，鄭若驊表示，該6宗個案並不
涉及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或任何香港
公共組織，而仲裁過程中亦沒有觸及任何牽
涉香港特區政府或律政司司長的公務事宜。
林鄭月娥在考慮上述因素及是次任命的
特殊情況後，按《服務條件說明書》第十

李慧琼：暫無意為僭建開特別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繼
續炒作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大宅僭建
事件，5名反對派議員上周去信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要求就此舉行特別內
委會。在昨日內會上，建制派認為鄭若驊
已連日來和特首林鄭月娥解釋事件，並承
諾會跟屋宇署指示處理違規僭建，更不會
干涉因此而衍生的法律工作，而議員亦可
在其他事務委員會跟進，故無必要舉行特
別會議。李慧琼則指，為這類事件召開特
別內會沒有先例，故現階段不考慮召開。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昨日在內會中聲稱，
儘管過去沒有邀請過涉及僭建的官員到內
會，但鄭若驊問題影響特區政府管治威

信，如她未能說服公眾會影響深遠，內會
是讓議員能提問的合適場所，亦是讓鄭若
驊「挽回公信力」的唯一途徑。

張宇人盼鄭處理「一地兩檢」
自由黨議員張宇人表示，自由黨理解公
眾關注鄭僭建，但自由黨評估鄭是難得可
勝任律政司司長人選，加上她是「臨危受
命」，故「應該畀個機會佢」。
他續指，鄭若驊已連日來和特首林鄭月
娥解釋事件，又承諾會跟屋宇署指示處理
違規僭建，亦不會干涉因此而衍生的法律
工作，故即使她來內會解釋，亦都只會這
樣說，「我們只有信或不信，（來到內

四條的規定，同意她繼續完成處理該 6 宗
仲裁個案，收益將會悉數捐作慈善用途。

鄭承諾教清華不涉利益衝突
發言人並透露，林鄭月娥亦批准鄭若驊
在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本學年的春季課程
中，繼續任教國際仲裁與爭端解決項目，
為期約三個周末。鄭若驊早前已辭任該項
目的主任及兼職教授，但為免影響學生的
學習，她希望能完成上述的教學工作，並
不會收取任何報酬。
發言人強調，相關事宜是基於實際及極
特殊情況作出的合情合理安排，並不會影
響律政司司長履行職務，亦不構成任何利
益衝突的情況。
林鄭月娥的批准已訂明鄭若驊必須遵守

的若干條件，鄭已作出有關的書面承諾，
包括遵從《服務條件說明書》及《政治委
任制度官員守則》內的所有規定，確保不
會出現任何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以及若
情況出現變化而導致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
情況時，必須即時知會行政長官等。
發言人指，根據可追溯的內部紀錄，過
往亦曾有主要官員根據其受聘的《服務條
件說明書》的規定，向時任行政長官申請
在其任期內短暫從事公務以外的工作，並
獲得時任行政長官的同意。
另外，鄭若驊曾持有一家私人公司 75%
股權及擔任該公司董事，發言人指，鄭若
驊已於 1 月 9 日辭任該公司董事，同日將
其所有相關股權轉讓他人，轉讓手續預計
在短期內完成。

會）對事情無助有更多了解」，現階段自
由黨希望她能處理好手上工作，包括「一
地兩檢」。

黃國健：內會「高度政治化」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也指，「大家都講係
信不信的問題，如果唔信去到邊度講都係
唔信」，並質疑內會已「高度政治化」，
反對派議員如狼似虎，「會唔會五馬分屍
我就唔知，但肯定會遍體鱗傷囉」，為免
令反對派充分表現殘暴行為，他不同意舉
行特別會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表示，社會人士
對鄭若驊涉僭建、另要兼顧仲裁工作等要
務均有疑問，但希望各界給予時間鄭若
驊，待當局調查水落石出才全盤交代。

■李慧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李慧琼表示，明白公眾關注事件，而事
件亦可能涉及政策事宜，包括政府如何處
理僭建等，但認為倘邀請鄭若驊到內會就
會成為先例，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已
邀請鄭若驊出席會議，故現階段不會考慮
召開特別會議，但她會再與法律顧問商
討，之後再作正式的書面回覆議員的要
求。

九龍婦聯訪公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今年1月10日，香
港九龍婦女聯會骨幹會員一行 240 人參訪公
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夫人王丹致辭表
示，國家發展步入繼往開來的新時代，「一
國兩制」實踐進入行穩致遠的新時期，香港
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廣大婦女作為
香港的半邊天，正可以發揮所長、再創輝
煌。
王丹當日率公署婦女小組接待九龍婦聯一
行並致歡迎辭。她簡要介紹了涉港外交工
作，並表示，當前，國家發展步入繼往開來
的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進入行穩致遠
的新時期，香港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新機
遇，廣大婦女作為香港的半邊天，正可以發
揮所長、再創輝煌。
王丹表示，公署同事們願與各位攜手奮
進，立足香港，聯繫內地，放眼世界，共同
為香港婦女事業發展，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貢獻力量。
九龍婦女聯會會長鄭臻感謝公署盛情接
待，表示此次活動有助於增進聯會會員們對
國家發展和外交工作的了解，聯會將繼續扎
根基層，服務香港，熱愛祖國，放眼世界，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一國兩
制」偉大事業添磚加瓦。
來賓們還觀看了「大國外交」宣傳片，並
參觀了「新中國外交歷程」和「涉港外交
20年」圖片展。

財會議程毋須刊憲 陳健波籲勿再拖

特首辦：准鄭完成 6 個案合情合理

■香港九龍
婦女聯會骨
幹會員一行
240 人參訪
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
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今日舉行特別會
議，繼續審議有關
修訂財務委員會會
議程序一事。反對
派日前去信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見圖、梁祖彝
攝），聲稱相關修訂必須透過憲報公告
形式公佈。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指，刊憲
規定不適用，陳健波回信冀反對派今日
「正正經經」討論，不要再作拖延。
反對派議員日前聯署去信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聲言財委會所做的
決定涉及政府公帑和重大公眾利益，對
政府具有法律約束力，故修改財會程序
必須透過憲報公告形式公佈，又稱建制
派「班長」廖長江提出的部分修訂有違
香港基本法，在未確立財會程序前應視
之為無效。
秘書處昨回覆指，雖然香港基本法內並
沒有關乎財委會的條文，但財委會具有核
准撥款建議的明確職能，職能為香港基本
法有關立法會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的職權
的體現，刊憲規定不適用。秘書處並指出，財會
程序第三十七A段，即無經預告而提出動議，可
理解為只適用於財委會就政府當局提交的撥款建
議所作的審議，如有需要日後可作檢討。
陳健波也就此回信反駁，指根據法例，修訂
會議程序毋須以刊憲形式公佈，冀反對派明白
沒有此需要。他將在財委會確立修訂財委會會
議程序機制後，決定議員的程序修訂能否在會
議上提出，又呼籲反對派議員在今日的特別會
議上，「正正經經」根據會議程序制定機制，
不要再作拖延。
另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通
過有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
劃的撥款，批准由 2 月 1 日起，把相關津貼金
額調高1.4%，涉及6億3,7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