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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事業發展新實踐，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
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相信這也是香港在「十四
五」規劃中的明確定位。堅持「一國兩制」、依
託大灣區平台，加強香港和內地的機制對接和規
則銜接，加快市場一體化進程，香港將在「十四
五」規劃扮演重要角色。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公布港澳法律執業者在大灣
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的
試點辦法，讓港澳的執業法律從業者可在大灣區
內拓展專業法律服務，充分顯示兩地機制對接、
規則銜接帶來的巨大機遇，類似的措施肯定陸續
有來，香港社會更應看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
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前途所在。
中央一直關心、重視、支持香港，將一如既往
促進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合作、共同提升競爭
力，「十四五」規劃，香港不會缺席，香港社會
首先要擺正心態，不僅要消除被「內地化」、被
「邊緣化」的疑慮，而且要積極主動，把「十四
五」規劃的措施迅速落實，抓住發展新機遇。
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香港要毫不動搖走好全面
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唯一正確道路，認真吸
取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的慘痛教訓，在堅持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其他法律的基礎上，做好
維護「一國」安全和利益的大文章，保障「十四
五」規劃能夠在香港全面有效落實，與國家共同
收穫繁榮發展的碩果。

WEN WEI EDITORIAL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今日起至 29 日在北京召
開，將討論並通過「十四五」規劃，據悉 「十四
五」規劃編制將延續此前做法，設置港澳專章。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站在新時代新起點的第一
個五年規劃，香港仍將發揮獨特優勢，貢獻國家
發展所需，中央對此寄予厚望，並將賦予香港新
角色新定位。香港必須把握國家新時代建設的新
機遇，要在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基礎
上，集中精力，積極進取，把「十四五」規劃的
措施轉化為發展的動力，推進香港與內地的互利
合作不斷邁上新台階。
「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章提出，發揮港澳獨
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
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過去 5 年，香港在鞏固和提
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取得一定成績，創新科
技也有發展。有專家指出，「十四五」規劃不僅
會延續此前做法，專設港澳篇章，內容將更加豐
富，範圍更廣，觀點更加鮮明。
當前國際形勢異常複雜，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
全球，中美對抗升級；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進軍，經濟轉型和改革處於關鍵節點。在這大背景
下，「十四五」規劃更具有特殊性。未來 5 年，中
國將進一步強化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於
調動全社會積極性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全面推進
國家經濟、社會治理等全方位現代化。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講話時指出，要豐富「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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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取把握「十四五」規劃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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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內地經驗 早日實現本地個案「清零」

特首林鄭月娥昨指，本港疫情大致穩
定，但社區仍有未切斷的傳播鏈，社會
須保持警覺，政府會更精準控疫、多管
齊下力保經濟。本港疫情有所好轉，但
始終未能「斷尾」，絕不能掉以輕心。
全球疫情持續嚴峻，本港經濟要擺脫疲
弱，加入內地「內循環」是關鍵出路，
但香港本地確診個案一日未「清零」，
一日無法與內地正常通關，重啟經濟往
來。香港須借鑒內地控疫成功經驗，果
斷推行強制全民檢測，盡早實現本地確
診個案「清零」，為重振本港經濟創造
必要條件。
本港過去一個月 233 宗確診個案超過六
成是輸入個案，但本港社區仍有未切斷
的病毒傳播鏈，連續十多天出現源頭不
明的本地確診個案。本港確診個案遲遲
不能「清零」，與內地正常通關難以實
行，本港難以分享到內地成功控疫、經
濟強勁增長的紅利。
為救經濟、救就業，特區政府已投入
3,000 多億元推出多項支援措施，並多管
齊下重啟經濟，如與新加坡達成推行
「航空旅遊氣泡」協議，希望吸納海外
遊客抵港。特首林鄭月娥昨透露，為迎
接海外旅客重臨，旅發局與香港品質保
證局合作推出防疫指引，已有 1,800 間公
司和商店有意參與計劃。這些救經濟舉
措，確實為本港相關行業帶來喘息空

間，但對整體經濟振興作用不大。
在近期歐美疫情惡化、冬季第四波疫
情或重臨的情況下，本港經濟隨時因疫
情加重而雪上加霜。新加坡機場昨有兩
名工作人員確診，本港與新加坡落實
「旅遊氣泡」頓現陰影。中大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表示，若新加坡兩
名確診機場員工引起社區廣泛或大型群
組爆發，政府可能要重新檢討安排。因
此，與疫情已穩定的內地實現正常通
關、加入內地「內循環」，是本港經濟
擺脫困局、重現曙光的關鍵。
但本港與內地實施正常通關的前提，
是本地確診個案「清零」。本港多名抗
疫專家建議，本港應借鑒內地控疫經
驗，果斷推行全民強制檢疫，斬斷社區
病毒傳播鏈。國慶假期，青島亦出現確
診個案，當地 5 天完成 1,089 萬人的全民
檢測，最終在短時間內防止疫情擴散。
本港目前每日檢測能力，公營機構已
達 7,000，私營機構更達 7 萬，有能力實
施強制檢測計劃。內地多個城市、澳門
都能夠實現本地確診個案「清零」，香
港無理由不行。政府應借鑒內地落實強
制全民檢測、斬斷病毒社區傳播鏈的成
功經驗，果斷實施全民強制檢測，早日
實現本地確診個案「清零」，以利本港
經濟和社會民生盡快恢復正常，政府不
能再猶豫觀望。

大狀遭起底 各界促懲黑暴
法庭拒記錄在案如「滅聲」大律師公會應公平公正

過去一年攬炒派恐嚇法律及司法人員情況（部分）
隨着越來越多的修例風波相關案件在法院審訊及判刑，黑暴分子對相關

2020 年

的法律及司法人員的攻擊越來越烈。今年 4 月，攬炒派的區諾軒被法院裁
9月24日

定兩項襲警罪成，被判 140 小時社會服務令。該案的主控官陳文慧在案件

指出，陳文慧是難得敢於發聲的大律師，依法檢控，彰顯公義；但攬炒派

3 名男子去年 7 月 14 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圍毆
兩警被捕，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分別判處 3 人
入獄 3 年 4 個月至 4 年不等。「屯門社區網
絡」在 facebook 發帖文稱胡官：「到底胡雅
文有幾憎年輕抗爭者，先會如此不近人情，無
視所有求情理由？」有人留言恐嚇稱「有冇人
送佢一程」等

由於政治立場就以起底向控方大律師施壓，將直接影響公義，大律師公會

9月中

應該公平公正維護成員權益，警方和政府更必須嚴肅跟進處理。

一名八旬老翁今年 4 月 16 日在中聯辦外刺傷社
民連梁國雄，裁判官鄭紀航決定先為被告索取
社會服務令報告，押後判刑。多名攬炒分子在
fb 辱罵鄭官。社民連成員、
「民陣」副召集人陳
皓桓辱罵鄭官稱：「簡單黎（嚟）講：×街
啦×！」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聲稱鄭
官審案「相當偏頗」
，更稱對方涉嫌「縱容」被
告在法庭「刑事恐嚇」
，並發起投訴鄭官行動

審訊期間被攬炒派文宣組織起底，其家人照片及個人資料被公開，更威脅
要她「死全家」。陳文慧本欲就此於陳詞中陳述她及家人受到的滋擾，惟
被裁判官以與案情不符為由拒絕，據悉類似的滋擾至今未消，甚至有人想
發起針對陳文慧的新一輪行動。香港政法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在區諾軒襲警案審案期間，「黃媒」和攬炒派已
「發功」報復代表控方的大律師陳文慧，不單公

開其律師事務所的地址、電話、郵箱等訊息，煽動網絡
暴力欺凌，更將陳文慧全家起底，公開其未成年女兒和
丈夫的相片、個人資料，更留言恫嚇「死全家、無其
他」。其後，有攬炒派更向大律師公會投訴，誓要報復
陳文慧。

夫女相片曝光 遭恫嚇
「死全家」
在法院對區判刑後，陳文慧向裁判官梁嘉琪陳述指，
自 4 月初她及其家人便開始持續受網絡滋擾，希望法庭
可作出記錄，但被裁判官打斷。陳文慧據理力爭，指自
己因檢控本案受到暴力對待，堅持法庭要為此作出記
錄，惟法官未有受理，又稱案件程序已經完結，不認同
陳的發言與案件有關。
陳文慧當時解釋，陳詞或可能涉及其他司法程序，雖
然她未得到律政司指示，但仍希望法庭可以讓她完成發
言，並決定是否記錄在案，她激動地表示：「畀我兩分
鐘，我有咁嘅權利。」裁判官當時指，相信律政司會為
她提供保障，及有渠道處理其投訴，最終拒絕其發言。

前裁判官憂嚇退正義聲音
區諾軒其後被裁定兩項襲警罪成，被判 140 小時社會
服務令。據悉，攬炒派的滋擾自此之後並無間斷。曾與
陳文慧共事的退休裁判官黃汝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大讚對方是非常優秀的大律師，雖然在多方面遭到

■陳文慧遭黑暴起底滋
擾。
資料圖片

打壓，但仍然非常堅強，是大律師圈子中少有敢於發聲
的女大狀。
他認為，陳文慧欲在法庭陳詞中陳述她和家人遭受網
絡霸凌的經歷，裁判官就算做不到任何事，起碼可以口
頭安慰，否則社會上敢於發聲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尤其
是修例風波至今，攬炒派不斷以暴力、起底和恐嚇的方
式，讓有正義感的人滅聲，傳遞了非常差的信號。
黃汝榮強調，做人應該有骨氣和底氣，如果遇到不公
平的事就一定要發聲。許多有關修例風波的案件在審理
時，法庭的觀眾席上有許多身穿黑衣的蒙面人，甚至法
官都不敢出聲，這些行為只會助長黑暴氣焰。
對有大律師遭起底和恐嚇，他直言，大律師公會應該出
面支持正義，但是並沒有見到大律師公會這樣做。針對陳
文慧面臨的具體威脅，相信警方一定會保護她及家人。

簡松年促政府制止起底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說，攬炒派因為政治立場
而起底控方大律師，將直接影響司法公正。若不加以約
束，有關的檢控官很有可能會因為害怕被起底、擔心自
己和家人的安全而不敢發聲，影響檢控公平。政府一定
要制止這些影響司法公正的起底。
他認為，陳文慧是擔任區諾軒的主控官才遭起底，裁
判官有必要知道起底的細節，以及這些壓力會怎樣影響
主控官的檢控工作，故此事並非完全與區諾軒的案件無
關，有關的裁判官當時不應該拒絕陳文慧就其及家人被
起底一事陳詞。

初中生抬「棺」咒特首 網民促校方訓導
學生們
趁課餘時
間輕鬆玩
樂，本來
無 傷 大
 雅 ， 但 凡
事皆有底線，玩笑不應過火，更不應詛
咒別人。網上近日流傳一則校園短片，
數名身穿校服的學生模仿早前爆紅的
「黑人抬棺舞」，竟以書桌為「棺」，
高舉特首林鄭月娥的黑白照片「載歌載
舞」。有網民認為學校應為事件中的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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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適當訓導，以免學生他日變本加
厲。
涉事短片長約十秒，拍攝時間不
詳。片段所見，4名初中男學生正合力
舉起一張學校書桌，桌上放有一部平板
電腦，顯示一張林鄭月娥的黑白相片。
身旁另有一名手持平板電腦的男同學，
正在播放「黑人抬棺舞」的前奏音樂。
鏡頭外另有數名同學起鬨，高呼「播音
樂啦你」云云。
「黑人抬棺舞」本年在全球網絡爆
紅，不少網民一眼便看穿上述學生正在

模仿抬棺舞，有人更認出他們疑是匯知
中學學生，狠批他們「好玩唔玩」，竟
然詛咒他人。
「Yves Fung」說：「應該直接 send
（傳送）返呢條片問校長佢知唔知道呢
件事，同埋諗住點樣處理跟進！」
「Elena Young」感嘆：「返學玩到冇
嘢玩？」「Lou Yee」則質疑：「係
（喺）學校玩咁嘅嘢，冇老師見到？」
「Kelly Cha」就希望「學校見到可以
迅速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9月9日
「人民力量」副主席
「快必」譚得志被控發表煽動
文字等罪，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惟攬炒派仍
大肆評論，更藉公眾平台向法院施壓、騷擾法
官，包括開記者會、在網絡評論案件，不准譚
得志保釋的法官更日日被攬炒派在網上廣傳，
部分黨派、議員等更危言聳聽，嚴重干擾司法
8月26日
攬炒派網民在 fb 發文，聲稱「所有『紅官』都
要攪（搞）×佢地（哋）」，矛頭直指粉嶺裁
判法院主任裁判官蘇文隆，聲稱他不止一次判
暴徒重罪，又謂蘇官多次「嚴重錯判」，煽動
網民發起投訴
4月29日
高院上訴庭三位法官頒下判詞，駁回梁天琦的
減刑上訴，有煽暴文宣旋即在網上咒罵「紅官
死全家」，聲言要「清算」法官，更威嚇：
「法庭應該享有火魔的待遇。」

4月下旬
將軍澳「連儂隧道」的持刀傷人案被告被判入
獄 45 個月，攬炒派不滿主審裁判官郭偉健批評
黑暴是造成是次悲劇的主因，紛紛出言恐嚇要
「斬死佢」、「燒咗佢」、「係（喺）條街認
到就打×佢最實際」等。前「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及大批攬炒派區議員發起「一人一
信」投訴法官郭偉健，向司法機構施壓
1月1日
「民陣」搞遊行時，有黑衣暴徒在高等法院低
座外用黑漆噴上「法治已死」字句，更在大樓
近地面外牆噴上高等法院法官彭寶琴的名字，
名字下被寫上「紅底官」等字眼，旁邊更加有
粗口等侮辱字句

2019 年
12月8日
攬炒分子藉「民陣」遊行為掩護，公然在特區
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門外縱火
11月13日
沙田裁判法院大閘外的花槽被攬炒分子縱火，
疑有人不滿法院最近對暴力事件的判決不符他
們心意
11月7日
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裁定剛滿 16 歲的少年兩項
有意圖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煽暴派即詛咒蘇
官「不得好死」，聲言要將他列入「制裁」的
「紅法官」名單中。有網民更煽動他人購買大
威力的「觀星筆」去「挑戰裁決」，暗示要對
蘇官或法庭不利
該案被告早前申請保釋被拒後，有狂徒在網上
討論區辱罵拒絕被告保釋的高院法官陳慶偉，
咒罵陳官「全家死」，有狂徒更聲言：「香港
終有一日連法院都燒埋。」

教協公然包庇
在課堂上有計劃
散播「港獨」教師的惡行，包括在文憑試
出題時美化「日本侵華」的「黃師」。香
港鶴山崑聯同鄉會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
要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檢視現行教育制
度，避免學生成為政治籌碼，誤入歧途，
以及嚴懲失德教師、加強教科書監管，設
立教科書送審機制等。同日，該團體前往
位於中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要求
美國政府停止惡意詆毀香港國家安全立
法，停止實施早前通過的所謂《香港自
治法案》，停止勾結「港獨」、資助暴
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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