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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股票市場再起波
瀾，所謂「新經濟股」的科
網股股價出現大幅調整，幅

度由20%至40%不等。市場上已經有呼籲撤退
的聲音，也有人重提2000年科網股熱潮爆破
的歷史。

可是，今天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首先，2000年科網股熱
潮中，上市的科網企業，幾乎全部毫無盈利可言。當時企業
只是比賽燒鈔票，鈔票燒得越多，股價就漲得越高。熱潮之
所以爆破，是因為絕大部分科網企業搞來搞去都賺不到錢，
把集資得來的錢燒光了之後，只能走向倒閉一途。

今天的科網企業，反而是實力太強，賺盡老百姓的錢，壟
斷了市場。例如做團購的科網企業，打擊了菜市場，送餐服
務的科網企業，控制了飲食業。當壟斷形成了，競爭的意慾
就會失去，科技的進展也一定慢下來。在壟斷趨勢一發不可
收拾之下，中央決定出手整頓，但這整頓一定不是一棍打
死，而是警告，中央的基本經濟政策依然是鼓勵科技的研
發。今天中國正與美國及西方國家進行科技競賽，絕對不會
一棍打死這批具有創意的企業家及其企業。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許多人呆在家裏，於是網購盛行，送
餐服務盛行，物流業也快速增長，科網股也就炒起來。去年
至今年初，香港股市科網股接連被炒作，當股票炒高了按道
理是應該調整，就如美國的科網股早前也出現同樣情況。只
不過，在香港上市的科網股，面對的壓力比美國大一些，包
括來自中央反壟斷行動的壓力，以及來自美國政府要求在美
國上市的外資企業必須遵守美國的會計制度的壓力。

除了中央出手反壟斷之外，科網股大幅調整的另一個重要
原因，是它們去年的升幅確實過於巨大，有些升了一倍，有
些升了好幾倍。實際上，經調整後的股價，依然比去年年初
疫情爆發前高得多。現在疫情開始受控，傳統的地產股、零
售股、賭業股等股價紛紛出現反彈，而市場上的錢就是那麼
多，沒有增加，既然炒股票的人出手增持傳統的舊經濟股，
這些新經濟股也就自然被拋售了。

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須公正處理李柱銘等紀律聆訊
發生於2019年8月18日的未經批准集結案在近日判刑，9名

被告中有3位為法律界人士，包括李柱銘及吳靄儀兩位大律

師，及何俊仁律師，3位也獲法庭格外開恩，獲判以緩刑方式處

理。在香港，要是大律師或律師干犯刑事案而被定罪，大律師

公會或律師會將負責研究是否需要將個案交由「大律師紀律審

裁組」或「律師紀律審裁組」展開紀律聆訊，再視乎罪行性

質、案情等因素，去決定是否需作出處分；當中可考慮的處

分，則包括罰款、暫時吊銷牌照，甚至最嚴重的永久吊銷執業

資格。兩個公會應正視他們知法犯法的行為，展開公平的聆

訊，依法作出懲處。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3位在法律界出身的被告，均擁有非常豐富的
法律經驗，也曾經長時間擔任過香港的立法會
議員，有份參與制訂法律，現在案中竟然教導
公眾違法，利用個人的知名度帶頭參與非法遊
行，令公眾誤以為參加當日的違法活動沒有任
何法律後果。

3人劣行嚴重威脅港法律界聲譽
作為資深的法律界人士兼元老級的從政者，

3人實在有責任將參與所謂「流水式集會」屬於
違法一事，如實告訴公眾，並勸導主辦單位將
活動取消，而並非身先士卒、積極參與，並帶
頭違法。鑑於案情之嚴重性，3人理應長時間甚
至永久地被吊銷執業資格，令他們不能再禍害

法律界及普羅市民。正因為3人的劣行嚴重威
脅香港法律界的聲譽，兩個公會應正視他們
知法犯法的行為，展開公平的聆訊，依法作

出適當的懲處，從而避免令公眾質疑公會有任
何地方與3人私相授受。

昔日，大律師馬浩輝曾因偷取胸圍罪成遭法
庭罰款，其後大律師公會轄下的大律師紀律審
裁組裁定馬浩輝行為失當，暫時吊銷他的大律
師執業資格兩年半。另一位大律師Mark Rich-
ard Charlton Sutherland在一宗非禮案擔任辯
方律師時「拉布」，令原本簡單一兩天即可審
結的案件，足足橫跨近4個月，花了19天審
理，大律師公會其後召開紀律聆訊，Sutherland
最終被停牌3年。而香港律師會紀律審裁組多年
前曾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律師的一些行為作出
懲罰，指他涉及8項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包括
為雜誌封面拍疑似裸照，及大量賣廣告宣傳。
律師會因而判罰停牌21個月及罰款5萬元。謝
偉俊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部分指控獲撤銷，
停牌期亦獲減至12個月。

兩律師公會宜考慮吊銷3人牌照
與馬浩輝、Sutherland及謝偉俊之前被罰停

牌的事件相比，李柱銘、吳靄儀及何俊仁是次
干犯的刑事罪行無疑是嚴重得多，罪行堪稱影
響深遠，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作為捍衛法治的
專業團體， 理應盡快對3人展開紀律聆訊，及
考慮吊銷3人的牌照。

《法律執業者條例》(香港法例第159章) 賦
予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權力，去分別頒授大律
師或律師的專業資格。至於兩個公會這個公權
力便是源自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
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
辦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取得專業和
執業資格者，可依據有關規定和專業守則保留
原有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承認在

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承認的專業和專業團體，
所承認的專業團體可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
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
並諮詢有關方面的意見，承認新的專業和專業
團體。」

請注意以上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四)條列明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並諮
詢有關方面的意見，承認新的專業和專業團
體」。兩個律師公會實在有責任有效監管旗下
會員，不能自恃身為專業團體，便視特區法律
如無物。要是在是次處理3位法律界被告的紀
律聆訊中有偏差，有機會出現的結果，是在廣
泛主流民意支持下，特區政府以兩個公會處事
不公、監管不力為理據，理直氣壯地依法承認
新的頒發法律證書團體。

為免多年基業毀於一旦，兩個律師公會宜
對此事嚴肅、謹慎及公正處理。

剛過去的4月15日，是香港國安法頒布
實施後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本港
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各類活動，身體力行表達
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信念。毫無疑問，
國安教育日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嶄新的開始，
將為國家安全築牢基石，為「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提供更切實的保障，為香港長治久安
帶來更可靠的環境。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開幕禮上強調，國家安全是國之大
計，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肩負起維護國家
安全的根本責任。特區要切實承擔起在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廣大香港同胞
需積極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務。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中央出手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中央此兩大舉措，一為
「利劍」，一為「堅盾」，在維護社會穩

定、守護香港未來方面，切切實實地起
關鍵作用。

作為「利劍」，香港國安法斬斷了黑
暴、「港獨」分子的激進行為、犯罪行
徑；切斷了外國、外部勢力險惡意圖的幕
後操控。作為「堅盾」，中央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
法律保障，也為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奠定了
新的憲制基礎和法治軌道。

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國家安全是發展
所憑，國家安全也是民生所依。隨着香港
國安法的深入落實、香港選舉制度的完
善，香港在「利劍」與「堅盾」保駕護航
下，進入了「一國兩制」實踐的新時代。
但仍須謹記的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宗
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要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
港」。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維護香港
特區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治本之策，必
將轉化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治理效能，
結束挑戰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種種亂象，
營造出國家安全常態化的法治環境。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維護國安是特區
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共同責任，也是
香港全體市民的應有義務。社會各界必須
清楚明白，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保障，也是區分是不是「愛國
者」的法律依據；遵守香港國安法是「愛
國者」基本標準，也是人人必須盡到的基
本責任。期望大家進一步行動起來，更廣
泛凝聚「危害國家安全，就是破壞香港繁
榮發展，損害市民利益福祉」的共識，築
起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

利劍堅盾護國安保家康
林曉輝 深圳市政協委員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長

4 個前公民黨成員楊
岳橋、郭家麒、譚文豪

和李予信因為觸犯國安法而被拘留，
除了李予信獲保釋外，其他仍被關押
不准保釋。幾個涉事的人已經刪除社
交賬戶，以及退出公民黨，前幾天又
發出聯署信呼籲公民黨解散。信中提
及公民黨已無參政空間，公民黨已完
成歷史任務，應予解散。信中亦提及
楊、郭、譚三人「明確的表示退出政
壇今後亦不會再透過任何社交平台或
任何中外媒體對政治事件作出任何評
論，亦不會接觸海外官方或非官方組
織討論香港事務」。

散播仇恨延禍幾代香港人
他們在信中提到呼籲公民黨解散的原

因，是「以免有更多的黨友陷於絕境」，
但他們「身陷囹圄必然不會好受」，希望
早日獲得保釋，可能更貼近實情。不論是
退黨，還是聯名呼籲公民黨解散，目的都
是為了爭取4人的保釋。

是否保釋，法官除了考慮他們潛逃的風
險外，港區國安法第42條亦列明，除非
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不會繼續實施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否則不得准予保釋。提議
解散公民黨只是幌子，他們其實是要向法
官表明不再涉足政治，不會再危害國家，
希望法官讓他們保釋。

公開信最後部分提到4人要重過平凡人
生活，但過去幾年他們的所作所為，破壞
了多少平凡人的人生？多少年輕人在他們
的煽動下身陷囹圄、前途盡毀？楊岳橋叫
人留案底讓人生更精彩，有無想過年輕人
坐牢時會有多麼不好受？梁家傑說暴力也
可以解決問題時，有沒有想過過去幾年黑
暴摧毀了多少平凡人的學業、事業？令幾
多家庭因而決裂，父子反目？公民黨鼓吹
分化、鼓吹仇視中央、仇視內地人，他們
有沒有反思過，播下這些仇恨的種子，將
會禍延幾多代香港人？

公民黨要扭轉敵視中央路線
公民黨由一群「藍血精英」組成，成

立初年對中央無任何敵
意，但一路走來卻越走越
激。他們不但沒有在議會內運用自己的
專業知識，推動香港社會發展，反而扭
曲法治、玩弄法律觀點，利用他們的專
業知識散播歪理影響年輕人。公民黨在
中美角力之際，卻選擇站在自己國家的
對立面，呼籲對手制裁自己國家，為求
曝光於世界的鎂光燈前，聯絡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

梁家傑在回應4人聯署信時指不會解
散公民黨，但公民黨如果要繼續生存，
他們一定要扭轉現時偏激和敵視中央的
路線。這不限於公民黨，其他黨派亦如
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議員要做實
事、願意為香港出力，在議會內發揮專
長，認真研究政策，促進香港繁榮穩
定，維護國家利益。今次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鼓勵反對派繼續參選，因為新議
會需要不同的聲音，但議會再不是政治
表演舞台，有意繼續參選立法會的反對
派人士，應以公民黨為鑑。

應為搞好香港而參選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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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博士

「一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日前出席警察
學院結業會操後，再次批評《蘋果日報》把
小學生參觀警察學院時接觸手槍的照片與
「黑暴」聯繫一起，發放誤導訊息。「一
哥」亦指出，雖然香港現時未有針對假新聞
的法例，但「一哥」重申，現時有法例針對煽惑仇恨國家的
行為，警方會嚴正調查和跟進。

《蘋果日報》的取態和手法，多年來整個香港社會都清清
楚楚。有關假新聞、假消息，筆者隨便舉幾個例說明：(一)
當時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被抹黑為內地跨境執法的「隨
意門」，結果呢？不但沒有發生跨境執法，就連反對派政團
(包括民主黨)自己都舉辦高鐵旅行團。(二)2019年8月31
日，有媒體炮製假新聞，指當晚太子站死了很多人，結果
呢？不但沒有死人，而所謂的死者「韓寶生」也活生生身在
海外，更發起網上眾籌。(三)女學生陳彥霖的母親一直被指
已被殺害，大家見到的是「假母親」、接受訪問和出庭的是
演員，結果呢？法庭DNA鑑定結果指，她就是陳彥霖的母
親。

我們與假新聞之間的距離，其實很近很近，但當這些假新
聞一次又一次被真相揭破，社會各界應該深刻反思，傳媒在
擔當「第四權」角色時，監察或批評政府的立場和手法，與
虛假、虛構或揑造事實之間的分別和差距，以及這些手法對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香港
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等，長遠所構成的影響和威脅。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煽惑仇恨和分裂國家等，都有法可
依。筆者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理應全方位進行，不能因為有
「傳媒」身份、「編採自主」、「言論自由」這些所謂的保
護傘，就可以無底線、無邊際地發放假新聞、假消息。像
《蘋果日報》、《立場新聞》這些極端反中亂港的傳媒，在
香港國安法下，不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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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毅強 香港群策匯思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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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在今年3月11日
通過了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30日通過
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之後，特
區政府行政會議已在4月13日通過條例
草案，提交立法會完成首讀及二讀，交由
法案委員會審議。這標誌着完善特區選舉
制度的修訂和立法工作、落實「愛國者治
港」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新的選舉制度有完善的機制，確保將來
的選委會成員、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是
忠誠的「愛國者」，從而在確保「一國」
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兩制」的優越性，
用好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機遇，讓香港創造更輝煌的未來。
今次特區政府提交的法案，已得到了非

常充分的民意諮詢和民意授權，並且也充
分考慮和吸納了各階層的意見建議，可以
說是既符合民意，又符合嚴格的科學立法
程序。與此同時，市民大眾對完善特區選
舉制度的法案也有着迫切的希望。一方面
希望可以盡快將香港拉回正軌，讓「愛國
者治港」原則得以貫徹落實，守住國家安
全的底線。另一方面是希望新選舉制度可
以選賢任能，有力解決困擾特區民生和發
展的房屋、醫療和教育等核心矛盾。

條例草案訂定了未來一年內3場重要選
舉的日期，相信很多有志之士將會密鑼緊

鼓地制定和展現自己的治港良策，爭取社
會各界的支持，希望成為治港的「愛國
者」。這批人既是新選舉制度的實踐者，
也是特區邁進新時代的「掌舵人」，社會
各界均十分期待。

維護國安和完善選制是中央事權，對此
中央已充分履行責任。而為香港發展打
拚，做出成績，說到底還是要落實到一批
「愛國港人」的身上。因此，希望這批有
志之士在未來的選舉中，為香港發展着眼
長遠、勾畫未來，充分展現帶領香港砥礪
前行的決心和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給市
民大眾明天會更好的希望，凝聚社會正能
量，再創「一國兩制」的美好未來。

新選制選賢任能 帶領香港砥礪前行
王嘉恩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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