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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首引國安法凍結資產以儆效尤
#
/

上星期五晚，保安局公布，即時凍結了黎

萬元。這是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細

智英持有的壹傳媒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其

則》，凍結被捕人士的資產。相信經過今次

擁有的三間公司於本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引用之後，大家將會更加清晰了解到，無人

據報道，他持有的壹傳媒股份市值約 3 億元，

能夠超越法律，凡違反法律的，就要負上刑

其餘三間公司被凍結財產約值 800 萬至 1,000

責。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凍結黎智英財產的消息一出，很多市民額手
稱慶，認同政府引用香港國安法，可以以儆效
尤。但攬炒派卻肆意批評，意指政府打壓，更
有所謂的經濟學者出言恐嚇，指政府今次引用
香港國安法凍結私人資產，將會削弱外國投資
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

法律基礎與執法理據充足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香港國安法在去年6月
30 日以全國性法律形式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布實施，而《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
十三條實施細則》亦已於 7 月 6 日公布。上述法
規已清楚訂明規範，在法律頒布後，仍然有人
刻意堅持勾結外部勢力、分裂國家、危害國
家，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執法機關也沒有

不執法的理由。
保安局是根據《實施細則》的附表三，以書
面通知相關人士及機構，不得直接或間接處理
某些有合理理由懷疑是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
關的財產。保安局今次執法，有足夠法律基礎
和理據，而且執法非常謹慎，只是凍結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的黎智英個人資產，以及其轄下
三家公司的戶口。正如其集團發言人所說，這
次凍結不會影響集團資金和運作。
這是保安局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細
則》，凍結被捕人士的資產，自然會引起各方
的關注，情況可以理解。經過今次引用之後，
大家將會更加清晰了解到，無人能夠超越法
律，凡違反法律的，就要負上刑責。
不過，不論持有任何一方政見的人士，都不
要過分解讀，或以有色眼鏡批判是次執法行

動。有建制派的支持者「期望」清算陸續有
來，攬炒派則「擔心」清算陸續有來，但大家
要清楚，保安局並不是要「清算」不同政見人
士，而是根據法例去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要
看是否有人違反法例，有關當局是經過調查，
掌握證據後才會進行執法。

外國投資香港信心不減
事實上，訂立了國安法的國家不計其數，幾
個月前，曾有一位外國領事問我，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不是講明不會影響香港人嗎？為何法例
實施後有這麼多人被拘捕？筆者反問他，你們
國家不是也有相關法例嗎？如果有人違反這些
法例，你們國家是否不會執法？立了法，有人
違反，當局採取執法行動，不是理所當然、天
公地道嗎？

從金門
「解渴」
到東江
「潤澤」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本港抗疫形勢嚴峻，現時提升疫苗接種率是特區政府最
迫切的任務。特區政府提前採購了逾2,200萬劑新冠疫苗，
是全港總人口的 3倍。但政府新聞處在本月 15日的最新數
據顯示，本港至今只有約115萬名市民接種疫苗，約77萬
人完成兩針接種。相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香港並不缺少疫
苗，但香港接種不盡如人意，就是因為有「黑醫護」散布
太多「因打疫苗死亡」、「打疫苗後不適」的虛假訊息，致使市民疫苗接
種率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譴責部分醫護人員把抗疫工作政治化，散播不準確信
息，批評有一小撮人抹黑內地疫苗，打擊抗疫工作的努力。特區政府應提
升抗疫透明度，澄清假資訊，嚴懲「黑醫護」。

江迅

清水入喉 溫暖心頭
水是生命要素，水源是城市命脈。
台灣最近受水荒所困，抗旱「妙招」
連出。至於與福建一水之隔的台灣金
門，雖也面臨旱情，但金門朋友告訴
我，當地從未為生活用水發愁。

缺水是金門島嶼自古常態。不過，
2018 年 ， 福 建 向 金 門 供 水 工 程 通
水，金門居民不再受乾旱之苦，金門
酒廠也擺脫缺水困境。今年以來，應
金門水廠增加供水的要求，福建加大
供水量為金門「解渴」，日均向金門
供 水 由 1.4 萬 噸 ， 提 高 到 1.71 萬
噸，截至今年 3 月底，福建向金門持
續而穩定供水累計1,219萬噸。
常說「恩波遠澤」，滴水之恩當湧泉
相報。台灣金門同鄉會總會長楊維居
說，台灣島內缺水而金門供水無虞，可
見兩岸關係好，台灣民眾福祉才會更
好，「一滴水，一份情，一杯清水深入
喉，滿滿溫暖在心頭」。看看對岸同胞
感恩，知恩圖報，善莫大焉。
從香港南望，福建輸水送金門；從
香港北眺，東江倒流潤紫荊。4 月 23
日晚，廣東廣州、深圳、珠海、東莞
多地，齊齊亮燈致敬：東江—深圳供
水工程（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之
前 2 天，中宣部授予工程建設者群體
「時代楷模」稱號。其實，早在2009
年，東深供水工程入選建國 60 周年
「重大經典 工 程 」 。 上 世 紀 60 年
代，來自珠三角地區的建設者，透過
人工開挖、肩挑背扛，開山劈嶺、鑿
洞架橋、修堤築壩，僅用一年就建成
全長83公里供水工程，前後3萬名建
設者參與，工程又先後 4 次擴建，供
水能力提升至建設初期的 30 多倍，
滿足香港八成淡水需求。香港有東江
水「潤澤」，正是「背靠祖國」得

利。

東深供水 恩情要記
不理解的是，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
群體獲「時代楷模」稱號，在香港，
除了《文匯報》、《大公報》幾家媒
體連日報道外，大多數媒體都沒報
道。讓人更不解的是，還有媒體長文
回顧香港供水史，揭示「香港的供水
權逐步為中國大陸所掌控」，「香港
真的難以獨立地供水，而必要仰賴東
江嗎？我的理解是：不」，「為何香
港當下確然依靠了東江？我只能說，
這是政治的結果。沒有九七因素，香
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
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
主」，「隨着香港靠向東江，香港水
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化淡
廠也於 1978 年停產，香港不得不仰
賴東江的供給。失去供水權，也代表
香港的相對自主權更能被制約」，
「東深工程不是純粹的供水工程，而
是中國統一規劃的部分：它讓中國
（大陸）以供水香港為名，收回其供
水權，成為中國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
手段」。
有人說，以上是「港獨」思維的評
述，這或許言重了，但「借得大江千
斛水，研為翰墨頌師恩」，這才是常
理。羊都有跪乳之恩，鴉也有反哺之
義。淡看世事去如煙，銘記恩情存如
血。中共百年來臨，都說百年榮光，
飲水要思源。

提升疫苗接種 恢復民生經濟

前幾年，每年初秋，
我都應邀前往台灣台東
池上鄉，觀賞「秋收稻穗藝術節」演
出，在萬安社區天堂路千畝稻田區，
漸層的稻田，獨特的天然舞台，藝術
家在金色稻浪中央舞台，在廣闊藍天
與綿延山巒環抱下演出。今年此情此
景還能有嗎？不是因為疫情，日前，
池上的朋友告訴我，氣象局台東測站
的降雨資料顯示，半年旱情，4 月累
積雨量更比去年少一半，未來旱象未
解，萬安村稻田區持續乾旱龜裂。朋
友說，現正值稻米生長入漿期，是需
要水的高峰期，萬安村位在灌溉水圳
尾端，輪灌水根本不夠，鑿井也抽不
到水，缺水嚴重會造成稻米「空包
彈」，影響全年稻作產量。
前一陣久旱不雨，高雄旗山農民哀
嚎。玉荷包荔枝花開未結果，農民苦
嘆產量最慘只剩一成。台灣正面臨56
年來最嚴峻乾旱，步入5月，全台21
座主要水庫蓄水率，至少一半水庫跌
到 2 成以下，日月潭也罕見探底。一
向「到處都是水」的台灣，從來沒有
真正珍惜、研究、探討水資源的政府
和民間機構。

正如上文提及，有所謂的經濟學者指出，今
次保安局引用香港國安法凍結私人資產，將會
削弱外資信心。筆者想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安全法》早在 2015 年由全國人大通過實
施，但中國的外來投資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逐
年增加。按聯合國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去年
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
目的地，而在 2020 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到
1,630 億美元，同比增長 4％。再回看香港情
況，在 2020 年 1-9 月，本港外來直接投資流入
量為 5,820 億港元，比 2019 年黑暴肆虐的年份
增長了154%。
即使持有不同政見，均不應「望」香港衰、
「望」香港死。香港國安法令香港重歸法
治、完善選舉制度令政治重回正軌，背靠祖
國的香港，發展只會再臻佳境。

首要避免疫情反彈
外傭宿舍屢現群組個案，暴露本港堵截社區病毒傳播存在重大漏洞；近
日一宗由印度抵港並流入社區8天的變種病毒個案，也顯示本港檢測採樣
不過關；首宗把外地變種病毒帶入本港社區的印裔男子，確診至今已有數
周，印裔男子涉隱瞞行蹤，危害公眾，於 5 月 8 日已被捕提堂。為此當局
必須加強執法，以及把採樣進行得更加仔細認真，盡所有人力和政策嚴防
病毒傳入社區，避免疫情再度反覆。
隨着印度等南亞國家疫情失控，本港幾乎所有輸入個案皆來自這些地
區。當南亞地區有確診輸入個案抵港後，當局開始開啟「熔斷機制」。建
議除了收緊觸發熔斷的條件外，「熔斷機制」應該具有追溯期。在觸發熔
斷前幾日到港的高風險地區人士，同樣也可能已被感染，因此當局可考慮
根據具體的地區情況，對在熔斷前已入境的當地人士，增加檢測次數又或
隔離天數等。

貿易錄升幅 經濟望恢復
此前，只要所住大廈有一人感染變種病毒，同幢大廈所有居民均要被送
往隔離 21 日，形成了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氣氛。特區政府公布，未來
如有源頭不明的變種病毒個案，會首先在個案住所實施封區檢測，而該大
廈的所有住戶須進行 21 天自我監察，而毋須撤離至檢疫中心隔離，這個
新措施不但可以減少擾民，特別是對老少殘疾人士更可謂德政，而且防疫
效果更好。此方法在內地已經實行過，證實安全有效。安全的居家檢疫，
本身既是一個可行對策，亦可大為紓緩須強制檢疫人士所受的生活衝擊，
建議本港盡速推行。
隨着世界各地疫苗接種人數上升，環球經濟有望在今年中復甦。香港今
年首兩個月的貿易已錄得不俗的升幅，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較上年同期分
別上升 38%和 28%，反映增長動力隨着全球貿易和生產活動恢復進一步轉
強，預計香港經濟今年將會有3.5%至5.5%的增長。特區政府應不斷做好防
疫抗疫工作，不斷堵塞漏洞，相信香港一定會早日戰勝疫情，讓社交和家
庭生活盡快回復正常，令經濟再次蓬勃發展。

中國探測器登陸火星創奇跡
宋忠平

具
「自適應」
和
「自思考」
能力
人類探索並登陸火星真的很難，對
中國人來講更是難上加難。首先，中
國從未探測過火星，這是第一次，火

星各類環境對中國人完全是陌生的，
國際間的火星資訊交流也不可能對中
國帶來任何實質性幫助，因為探測火
星掌握最多資訊的只有美國，但美國
在航天技術對中國是完全封鎖和封
閉，中國人需要靠自己努力來掌握火
星資訊。
其次，火星到地球的通訊很花時
間，測控很難。火星到地球的最近距
離也有 6,000 萬公里，單程信號走一
遍就要二十多分鐘，也就是測控人員
無法做到即時掌握「天問一號」的實
際工作姿態和行進軌跡，一切都要按
照預先程式設定來工作，並且要發揮
「天問一號」這部高度智能的機器人
「自適應」和「自思考」能力。
第三，單純的繞火星還稍稍簡單
點，但要想「落火」則難度陡增，因
為這裡有恐怖九分鐘。一是要解決
「兩器分離」問題，完成環繞器與着
陸巡視器分離，環繞器返回停泊軌道
工作，着陸巡視器進入火星大氣層。
二是要解決「減速」問題，着陸巡視
器要保證安全打開降落傘，實施「軟
着陸」。
第四，「祝融」號火星車要應付多
項工作，它要運用配備的六台精密設

備，從事五樣工作，涉及到火星空間
環境、地表形貌特徵、火壤表層結構
等研究，將給中國帶來火星的第一手
資料。

踏上不尋常的航天發展之路
之所以這次着陸選擇在火星北半
球的烏托邦平原，是因為這裏地勢
低，氣壓比較高，火星車着陸時受
到大氣的阻力比較大，有利於軟着
陸。此外，這裏數十億年前是海
洋，如今還可能擁有一定儲量的地
下冰層，具有很高的探索價值。有
水就有生命，或許「祝融」號會取
得意想不到的科學成果，比如發現
火星的生物。
中國第一次火星探測就取得如此重
大成績實屬難能可貴，別的國家幾十
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中國一次就能做
到、做好。中國科技能力突飛猛進是
客觀事實，從昔日的望塵莫及到如今
的並駕齊驅，中國走了一條不尋常的
自我發展的道路，但最為可貴的精神
就是「獨立自主」，完全靠自己，完
全靠中國航天人的那股不服輸的「精
氣神」、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堅持不懈
的傲然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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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自信投入大灣區發展

2021 年 5 月 15 日 7 時 18 分，「祝
融」號火星車發回遙測信號確認，
「天問一號」着陸巡視器已成功着陸
於火星，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取得
圓滿成功，是中國人創造的又一個重
大航天科技奇跡。
2021 年火星不寂寞了，年初剛剛
迎來美國的「毅力」號火星探測
器，年中就等到了中國的「天問一
號」火星探測器，火星表面可熱鬧
了。之所以說中國人創造了奇跡，
是因為火星探測是全球公認的高難
度航天科技項目，在中國人的探測
器登陸火星之前，人類火星探測任
務成功率僅有 50%左右，而成功登陸
火星表面並順利開展工作的探測任
務成功率則更低，大約只有 20%，其
科技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從今天
開始，人類探索火星的成功率開始
改寫了，中國人會用更多的成功來
提高人類探索火星的成功率，中國
人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對世界各地經濟、旅遊及人類
生活帶來重大影響，令人憂慮的是至今未見到疫情消退的
曙光。
雖然如此，最近香港的疫情控制得很不錯，來往香港與
內地之間的人員，需要進行的檢疫安排也得到適度放寬，
首先是促成「回港易」計劃，讓香港居民從內地回到香港
不需要檢疫。計劃推出以來，已經有 15 萬人次香港居民從內地回來不需
要隔離、檢疫。另外，政府計劃5月份推出「來港易」，更可以讓由廣東
省和澳門來港的非香港居民到香港時無須接受 14 天強制檢疫，到時候來
自內地的朋友，包括在內地生活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透過這個計劃來到
香港。
只要香港繼續做好防疫工作以及加快疫苗接種進度，內地與香港恢復正
常通關可期，僱用100多萬個打工仔的旅遊、零售、餐飲、運輸及物流等
行業經營環境將會明顯改善，從而啟動私人消費，加上當局即將推出
5,000元電子消費券，下半年香港經濟動能將會增強。
今年初，特區政府推出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截至上星期，共有
300多間企業提供2,400個職位空缺，超過一半都是創科職位，希望有興趣
的青年人盡快應徵心儀職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助於香港青年拓展發展空間，大灣區定位之一是打
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其中對青年創新創業着墨尤多。香港年輕人在科技
創新領域具有天然優勢，粵港澳大灣區集合了科研、生產及市場優勢。借
助大灣區打造的科創平台，香港青年大有可為。香港要有信心搭上大灣區
這艘船，香港青年只要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創業機會增多，創業成功率
也會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