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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決定押後發表本年度施政報
告。她透露收到中央通知希望她在本月下旬
啟程赴京，商討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政策，希
望有關政策能加入今年的施政報告內。筆者
十分支持特首的決定，更認為這是明智之
舉。
中央政府將於十月底推出國家「十四五」規劃，制定全國

於未來五年發展的藍圖。香港未來的發展必須要與國家同
步，這樣才能事半功倍。然而，要有效地參與國家規劃，香
港絕對不能置身事外，特區政府必須積極與其他省市政府協
作，大家互相取長補短，達至多贏。

林鄭月娥赴京，會與中央相關部委會面，屆時相信她會與
他們商討香港如何能發揮其在金融、創科、航運、教育等方
面的國際優勢，為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出一分力。香港爭取
積極參與推行「十四五」規劃，同時可以為香港未來創造無
限機遇，一舉兩得。
筆者認為，林鄭月娥赴京首要任務是爭取中央支持，與

內地共同制定「健康碼」機制，盡快恢復與內地逐步通
關，首先在廣東省推行，然後一步一步打通其他省市。通
關之後，香港可以配合中央政策，積極參與國家「經濟內
循環」策略發展，利用自身的優勢協助促進國家改革、高
水平開放與科技創新等三大關鍵目標。以高水平開放為
例，國際化是其中發展的重要一環，香港在這範疇上必然
可以大派用場。
例如，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展計劃，深圳是首批數字

人民幣的試點城市。香港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亦是
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大灣區的對
外經濟特區，亦大有條件協助國家促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
因此，林鄭月娥可以爭取與國家央行合作，充分利用香港

的人民幣離岸結算功能，打造香港成為數字人民幣國際業務
的樞紐。
概括而言，制定施政報告，政府不宜操之過急，更不宜單

從香港自身發展作考慮，特區政府需要配合「十四五」規
劃」，尤其要主動參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這樣做對
促進香港疫後經濟復甦，以及社會盡早回復正軌，百利而無
一害。

深港合作彰顯「一國兩制」優越性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習近平主席將出席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顯示

中央對深圳和香港的發展高度重視。習主席心繫香江，港深合作前景廣闊。在國家

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機遇之下，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背景之下，

香港的未來機遇處處，前途一片光明。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本港多間媒體引述消息指，習近平主席將會趁此
行程，公布中央惠港政策和措施。特首林鄭月娥率
領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前赴深圳出席慶祝大會表示
祝賀，並期望港深合作更上一層樓。此前，中央發
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
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方案》賦
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
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其中
多項內容涉及深港合作。

中央強化深圳角色功能意義重大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發展環境

也發生深刻變化。中央強化深圳作為全國改革開放
樣板的角色和功能，發展範本供複製至全國，亦有
回應美國脫鈎舉措、應對全球化逆流以及外部隨時
可能發生的風險和挑戰的意味。

深圳與香港只是一河之隔，兩地發展息息相關。
深圳經濟特區於1980年8月正式成立，是中國最早
實行對外開放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1980年代初，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
科學構想。實際上，「一國兩制」的實施，不僅是
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而且最早也體現在香港與深
圳的合作互動上。因此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也是在「一國兩制」下深港關係互動40年，充分彰
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40年來，一代代深圳特區建設者發揚「敢闖敢
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為內地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闖出了一條新路。面
對方興未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圳人
率先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
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走出獨特的創新發展之
路。

深港合作從來都是「雙贏」局面
在「一國兩制」下深港合作，從來都是「雙贏」

局面。可以說，深圳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香港的
作用；而香港既是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者，也是最
大的受惠者。深圳和香港，一灣之隔，比翼齊飛，
書寫了「一國兩制」下創新發展的「雙城記」，帶
動了珠江兩岸千帆競發、蓬勃發展的改革開放浪
潮。深圳與香港毗鄰的地理位置，香港在內地轉口
貿易基地的地位、香港製造業離岸生產對珠三角地
區工業發展和香港經濟的重要作用，深港40年經濟
互依關係，決定了深圳與香港互依的地緣經濟關
係，1997年香港回歸後，這種關係將由於共同的國
家安全利益和區域經濟利益而強化。深港共同發揮
我國南方尤其是珠三角地區金融、貿易、運輸、資
訊等中心城市作用。中央對國家發展包括大灣區建

設、深港合作等作出重大部署，既是對深圳的重大
利好，也是對香港的重大利好。
由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習主席都始終關顧着香港的未來，
並推動着「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鼓舞着
香港要抓住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
新發展，作出新貢獻。
香港和深圳作為大灣區裏的毗鄰城市，深港更高

水平的合作，有助兩者成為推動大灣區建設的超級
引擎，並為香港的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面向未
來，深圳與香港進一步發揮互補優勢、全面深化科
技合作，意義重大且前景廣闊。香港是深圳改革歷
程的貢獻者和受益者，亦同是共建大灣區的重要力
量，在灣區「蛋糕」做大過程中，將受益於國家更
多政策和重大項目安排的支持，獲得更多發展的空
間。

深圳經濟特區迎來建立四十周年大慶，可喜
可賀！

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英國殖民統治
百年的香港。四十年來，我的成長伴隨着並見證
了香港的發展和深圳的崛起。如果說香港從一個
百年漁村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國際金融中心，
那麼深圳則用了40年的時間，從一個漁村發展
成為今天的亞洲硅谷。短短40年間，深圳特區
GDP增長近10,000倍，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
每一個香港人都見證了深圳的奇跡。
習近平主席親臨廣東，將參加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深圳再
獲中央重磅政策「大禮包」。深圳迎來大發
展，意味着香港迎來新機遇，港深合作、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將向高層次方向發展。

深港兩地一衣帶水，山水相連，優勢互補，
40年的深港「雙城記」，高度體現了兩地融合
發展、互鑒與互惠。多年來兩地在經貿、文
化、旅遊、青年交流等範疇建立了互惠共贏的
緊密關係。特別是近年來，兩地合作範疇更加
廣泛，包括創新科技、創意產業，以及醫療
等。加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
相繼開通，大大方便了兩地人員的往來。香港
和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將可以優
勢互補，共同推進大灣區發展，特別是有關建
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工作。
作為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的主席，

非常希望深港兩地可以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希望可以幫助香港年輕人拓寬視野，讓他們更
多了解一河之隔的深圳，是如何成為過去三十

年全世界發展最成功的城市。
讓他們更多了解深圳的成功，
證明中央政策的可行性。中央領導高瞻遠矚，
近年來已經給了大灣區很多政策。我們有信
心，也相信這些政策在各方的配合下可以實
現。而我們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也
會更多支持香港的有志青年，融入大灣區的發
展。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我們應該珍惜眼

前的機會，尋找自己在大灣區中的角色和定
位，充分利用好政策以及「近水樓台」的先天
優勢，利用好深港兩地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
良好合作機制。共同開拓，攜手並進，相信一
定會在深港兩地的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再續輝
煌。

深港合作共開拓 攜手並進續輝煌

黃永光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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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輝 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
學院副院長（外務）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

黃之鋒在Facebook出帖公開拘留「12逃犯」的內地鹽
田看守所人員及警察等人的個人資料，他在帖子裏振振有
詞，說即使承受國安追究風險，仍盼望鍥而不捨，「繼續
在公共領域貢獻己身」。究竟他如何「貢獻己身」？大家
一頭霧水，但首先看到他在食「12逃犯」的「人血饅
頭」。
「12逃犯」反「送中」，結果搞出自己「送中就逮」的

笑話，各路黃黑分子爭相出來抽水，現在連完全不關事的黃
之鋒都來抽上一把，你叫「12逃犯」情何以堪？試想黃之
鋒起內地執法者底，是在幫「12逃犯」，還是害他們？
黃之鋒是在抽水害人還是幫人，大家心中有數，而他以侵

犯私隱的手段作政治工具，已經不是第一次。遠的不提，就
以最近三個月為例：
7月初，《大公報》記者發訊息向黃之鋒提問，黃之鋒竟

將載有對方工作機構、姓名及電話的對話截圖擺上網，還叫
其他人諗到答案可以直接回答該記者。
7月中，黃之鋒在Facebook上刊出5名選舉主任的姓名和照

片，意圖藉此令對方害怕，不敢取消自己參選立法會的資格。
8月中，黃之鋒在Facebook轉載連登的起底帖子，內含

在西灣河止暴制亂時開槍的警察與女兒合照。
8月底，黃之鋒又將一名警長私人座駕的資料查冊揭出，

對方姓名、住址等皆被放上網公諸於眾。
凡此種種，可謂不勝枚舉，惡貫滿盈。而黃之鋒的「起

底」行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針對任何對他不利的人，包括
守護法紀的警察、代公眾實施監督的記者及為選舉把關的選
舉主任等，通通成為他的敵人，遂利用「起底」為政治工具
攻擊對方。
然而，時至今日，大家從未見過黃之鋒因此承擔法律後

果，難道香港的法治真的拿他沒辦法？
黃之鋒「起底」行為的另一個趨勢，是愈趨針對執法者，

意圖用恫嚇手段打擊、動搖對方的執法信念。站在公眾集體
利益的角度，這是十分危險、可惡的行為，對香港法治精神
的根基造成實際傷害。
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黃之鋒變本加厲的「起底」行為，

充分暴露本港法例及其執行的漏洞，不管港府採取什麼辦
法，都應該從法治層面盡快制止其惡行，長遠更應完善私隱
法規、訂立辱警罪，杜絕黃黑陣營的惡意「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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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振華

——祝賀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香港社會近年政治掛帥，狂
飆亂撞，好此道者，各有盤

算，終究是「利」字當頭，各取所需，以致狂
飆亂撞毒害香港不淺。特別是一批被政治甜言
蜜語煽動、結果參與違法行動的大中小學生，
以及他們的家長，受毒最深，教訓沉重，遺禍
終生！

那些嘩眾取寵的部分媒體，以似是而非、無
中生有、反中反共甚至反華的狠辣手段，吸引
受眾眼球，煽動社會仇恨，不擇手段屢屢勾結
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崇洋愛西的文化慣性，藉
此加大中、西矛盾，將仇恨的「毒」性循環再
用，確保繼續有穩定的「仇中反共」受眾，以
求盈利保經營。今日，走在法律鋼線上，已犯
案纏身、等候排期連續應訊候審的報章負責
人，明知無法逃離香港，又用假仁假義的情感
挑動支持者，說不會逃離香港，否則失去「信
仰」，更豪言亂語，說不會讓中國控制世界、
稱霸世界云云。

這位毫無新聞專業操守可言的「新聞」媒體
負責人，確實已到完全罔顧事實，信口開河，
達至「無恥便無敵」的人生境界。先看此人口
中唸唸有詞的「信仰」，證據確鑿是政治謊話
連篇，嗜利當頭，不顧香港前途和年輕人的未
來，明目張膽勾結當今最惡最霸的美國，要制

裁中國，如果這還叫「信仰」，那就是最邪最
毒的「信仰」，是會釋放沙林病毒的「信
仰」，是「攬炒」香港的「信仰」。
看真正要控制乃至霸凌全世界的美國，近日

如何窮兇極惡，不講任何道理，想方設法，糾
合其傀儡，全方位圍堵中國；動用美國國家力
量提告、嫁禍、搶奪中國民間企業科研成果，
已清楚誰才是最惡最霸，誰要建立地上「神的
國」，要世上萬民膜拜。事實上，這「神的
國」對付香港也絕不手軟，濫用制裁的手段愈
來愈多，先是制裁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取消
「Made in Hong Kong」的製造標記，又將香
港列入「難民地區」，再聯合英國，容許在港
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及其家屬
擁居英權，目的是挖空香港的新一代，淘盡香
港親英美的人才流向英美！最「理想的」，亦
即最狠毒的謀略，就是企圖要將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除牌。
百年已去，歷史記憶猶在，世界霸主「神的

國」特性，只能一霸獨大，圍欄內稱臣的，自
願打躬作揖的，出賣自身民族尊嚴的，當可生
存生活；擁有己屬的「信仰」，但不願、不肯
走入圍欄內的，生存與生活都會有大問題、有
大障礙，甚或遭血光之災。看二次大戰之後，
美國對異議國的狂轟濫炸，視人命如草芥的血

淋淋個案，罄竹難書，對異議的
個體，所進行的攻擊封殺，恐怖
之處，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有人還要說這是
信仰，那這叫「恐怖的信仰」！

美國的政治「信仰」，民主總統選舉，正如
火如荼進行，危機四伏，反教育的情節，每天
都是驚心動魄地上演。現任總統在與對手公開
辯論時，就公然對仇恨團體驕傲男孩（Pround
Boys），發放既可後退（Stand back），又可
隨時候命（Stand by）的宣言，前者是虛掩，
後者的「候命」才是仇恨的真章。事實上，這
個白人至上、男人最大的「仇恨團體」，在美
國本土是可罔顧法律、不擇手段，從而對抗反
法西斯主義者及左派，因而定性為「仇恨團
體」。總統大選首場辯論後，年輕一族加入
「驕傲男孩」團夥的，有上升勢頭。這就是美
國的「自由」的一幕，而最無限自由的，當是
由自由民主選出的美國總統了，一位敷衍塞
責、嫁禍別人、製造仇恨、販賣「民主」「自
由」「偉大」的總統。在香港，沆瀣一氣的毒
媒巨頭將如此的「民主」「自由」「偉大」，
用同一頻道播放的「信仰」，如果說這又是
「信仰」，筆者必須清楚指出，這是全世界最
害人不淺、最讓年輕一代葬身政治火海的「信
仰」，也是對全球「信仰」的「攬炒」。

毒媒把「攬炒」包裝成「信仰」毒害港青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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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司法機構此等自我擴權行為或源於對國家
憲法和基本法的不熟書，使其理解出現嚴重偏
差，其裁決變相阻礙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正如已
退休的烈顯倫大法官批評道，司法機構甚至把自
己抬高至人大常委會地位的高度。又例如港珠澳
大橋的興建、高鐵「一地兩檢」等有利兩地民生
發展的項目，也被攬炒派以司法覆核企圖加以阻
撓，此等缺乏法理依據的案件每天都在特區不
斷上演，消耗了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大量時間
和資源去處理。反對派肆無忌憚地以此干擾特
區政府施政，左右政局，嚴重損害香港利益。

司法機構不應成為攬炒派的幫兇。基本法有
明文規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分工，司法機構
不能逾越自己的權力範圍，干擾甚或搶佔行
政、立法機構的權力，司法獨立不能變成司法
獨大、專斷，現時的情況是極不理想。

另外，違法「佔中」後，加上近年的黑暴案
件，很遺憾，人們看到一些法官把政治立場帶
進審判當中，作出的裁決偏頗，偏離了應有的
法律原則和一般人的認知，多宗黑暴案的被告

遭輕判甚至被判無罪獲釋，使黑暴參與者違法
犯罪的成本極低，法律的阻嚇作用大打折扣。
社會上要求司法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大。
首先司法覆核制度必須改革。包括提高覆核

門檻、設專責委員會及法庭處理等，並由熟悉
國家憲法、基本法及司法覆核相關法律的法官
審理，除了加強審理案件效率外，法庭亦可起
更強的把關作用，迅速篩選無理的案件，讓社
會資源更有效、更合理地運用，做到真正地維
護法治，使司法覆核重新納入正軌。
完善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實質任命權。行政長

官在委任法官時，應有實質的否決權，並對候
任法官進行背景及品格審查，以了解其政治取
向及個人品格，政治明顯太偏激就不要委任。

落實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關於包括法官在內的
公職人員的效忠宣誓及喪失資格的規定。正好利
用這個契機，重新檢視開除法官的條件及情況。
司法機構亦應成立由高級法官組成相關的委員
會，處理相關法官的投訴，包括如何處理投訴一
旦成立，相關案件的善後工作如何。

另外，關於量刑過輕、量刑偏
差的情況，應借鑒英美等國的例
子，研究成立量刑委員會，負責制定及修改量
刑指引，讓罪行的量刑有比較客觀的標準，避
免出現司法不公的情況。
特區應推動成立法定的司法監察機構，由法

律界及非法律界人士組成，並要加強法院與社
會的聯繫溝通，增強司法的公開透明度，確保
司法實踐的公平公正。
眾多市民的投訴與批評不會是無的放矢，對此

司法機構絕對不能視而不見，不聞不問，這只會
使事情越來越糟糕。當社會對司法公正提出質疑
時，司法機構應該有決心和勇氣去面對批評，有錯
誤的便要想辦法更正，而不是只以司法獨立為擋
箭牌期望反對聲音自然消失，在今時今日民主開
放的社會，這樣做已經不能滿足市民的需求。

司法機構應該從善如流，對現時出現的司法
弊端進行必要的改革，挽回公眾對司法的信
心，好好維護香港良好的法治基石。

（續昨日，全文完）

特區司法獨立的反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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