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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最重要是釋得好、釋得及時。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
兩制」的最高原則。黎智英反中亂港的
劣行罄竹難書，勾結外國勢力、搗亂香
港、危害國家安全，人神共憤，無論在
情、在理、在法都不可能逃避法律制
裁。在香港國安法之下，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這不只體現了香港法律制度的特
色，更凸顯了國家發展的文明與進步。
黎智英堅持要聘請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
律師去打國安法官司，除故意攪局之
外，還有可能想藉此審訊的機會向外國
的「主子」洩露國家機密。因此，本港
法院允許黎智英聘請外國律師有違香港
國安法立法原意，中央高度警惕，並且
指出了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就
是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與活動。假如允許外國律師參與
國安法案件的審訊，審訊過程就有可能
洩露國家機密從而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必須全方位堵塞國安漏洞。可惜
的是，正如眾多愛國愛港人士和法律界
正義人士批評所言，有些法官簡單套用
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程序和習慣，以
及所謂「國際標準」來約束香港國安法
的適用和執行，是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
安法的地位，是對香港國安法權威性的

無視，是罔顧國家安全
和香港繁榮穩定，已對
案件的依法公正審理和
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
構成重大挑戰，對在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帶來重
大風險。這種情況就說明了處理與國安
相關案件時，應該要以國安法的立法精
神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原則為依歸，其
他法律原則若與國安法的精神發生矛盾
便要「讓路」。今次終審法院判決之所
以令人遺憾，就是從判案理由中看不到
有盡一切努力去維護國家安全，法庭沒
有對律政司提出的重要理據予以高度重
視，忽略了國安法對其他法律原則的凌
駕性。

既然司法機構無法處理有關問題，而
此案對香港的法律影響重大和深遠，行
政長官李家超提請人大釋法是最好的辦
法，是履行法定職責、行使法定職權，
依法採取必要措施，防範化解各種威脅
國家安全的風險隱患。事實上，釋法亦
有助本地法律界人士更清楚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精神，能促進本地法律的發展。
總之，一定要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
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確保國家
安全得到有效維護。

香港打工仔女接近400萬人，特區
政府作為「當家人」，應以有為政府
結合有效市場，積極保障弱勢勞工合
理權益，捍衛社會公義。工聯會響應
中共二十大報告同習主席「七一」重
要講話精神，促請特區政府確立「就
業優先為本」的勞工政策理念和具體
措施，切實解決民生憂難，勇於打破
利益固化藩籬，做到打工仔分享發展
成果，有獲得感、幸福感！

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社會穩定
的基礎，特首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明
確指出，勞工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元
素，應當分享經濟成果。然而，要杜
絕「借市場經濟之名行剝削之實」，
確立「就業優先為本」至關重要，六
字真言就是「機會」、「保底」、
「保障」。

「機會」除了向上流動機會和工作
機會，還有分享經濟成果的機會。我
們支持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發展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推動再工業化，對接大灣區，創造更
多優質多元就業職位，但也要兼顧基
層打工仔女，給予機會分享經濟成
果，讓工資調整與經濟增長同步。

舉例說，安老護老業勞動力短缺，
政府應先推動改善待遇和工作環境，
或加強職業培訓釋放和發掘潛在勞動
力，確保本地工人有優先就業機會，
而不是聽從商界，容許擴大輸入外勞
「搶飯碗」，壓低本地勞工工資，犧
牲本地工友。勞工界理性講道理，若

做足措施仍未能為行業補充人手，亦
應如常按勞顧會審批的補充勞工計劃
處理，而不是逃避監督，另設特別輸
入外勞計劃。

勞工政策還要積極「保底」，確保
工友辛勤勞動可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
生計和生活。最低工資即使調整至40
元，仍少於家庭綜援水平，談何「保
底」？已經失效的低資形成機制必須
改革，除了「一年一檢」，更要向
「生活工資」水平改進，還打工仔女
勞動尊嚴，讓他們通過辛勤勞動都可
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帶頭取消外判，亦是政府應有之
義。按現時香港生活工資時薪54.7元
標準，41,502名政府外判工中，很大
比例低於這水平。以公帑支付的工作
崗位，不應是低工資、欠保障。將有
實際需要崗位改為長期聘用，支付生
活工資以上，有助促進社會就業質素
改善，消除在職貧窮。

「保障」方面，職業安全問題尤其
突出。過去5年，職業及工業意外死亡
數字達到1,304宗，今夏就有9位地盤
工友不幸喪生。仍在立法會拖拉的
「職安條例罰則修訂」必須盡快通
過，提高阻嚇力，確保前線工友得到
足夠職安保障。要鞏固退休保障，做
到老有所養，強積金制度亦要盡快優
化。促請政府研究設立「通脹+1%」保
證回報的強積金計劃，同時要履行承
諾，如期落實為低薪僱員代供強積金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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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 全國政協委員 工聯會理事長 立法會議員

人大釋法維護國安 特區提請必要及時
黎智英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案是涉及特區穩定、國家安全

的特大案件。香港終審法院關於拒絕律政司反對黎智英在

案中聘用英國大狀批出上訴申請的裁決，不符香港國安法

原意，衍生重大國家安全風險。行政長官李家超根據中央

政府指令及時提交報告，主動向中央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釋法，充分體現出作為香港特區「當家人」和「第一

責任人」的擔當，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及時必要之舉。中央

高度重視香港國家安全，不會坐視不理。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終院今次裁決釋法，有權有責，天經地義。只有人大釋

法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香港處理國安案相關爭議的不明朗因

素。香港社會對此不僅理解支持，而且高度期待中央早日

一錘定音，撥亂反正。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代表其觸犯香港國安法一案抗辯，律
政司反對並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昨日就
律政司的上訴申請頒下判辭，拒批上訴許可，
容許Tim Owen代表黎智英抗辯。行政長官李
家超昨日表示，會在提交中央的報告中，提及
黎智英的案件，並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釐清無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能否處
理國安案件。

司法機關肩負維護國安重任
香港國安法不是一般的香港法例，而是全國

性法律。掌握香港國安法，涉及與國家安全相
關的法理學知識運用，以及國家安全的根本理
念。黎智英案性質關涉勾結英美等外部勢力涉
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法律概念和大量證據，參與
律師必須以中文充分掌握香港國安法原文，正
確審視外國干預香港事務的證據。外國律師囿
於國籍問題，無愛國愛港的國民義務，讓外國

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不僅可能錯誤引用香港
國安法，以外國國安法誤導法庭，難以協助法
庭詮釋，而且顯然會違背國安法防止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的原則，有外洩國家機密之虞。
香港國安法第三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
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終審法院仍然
作出允許Tim Owen代表黎智英抗辯的裁決，
在大是大非面前未有自覺主動肩負維護國安的
重任，出現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局面。

必須指出，所有前英國殖民地即現在的英聯
邦國家，包括澳洲、新西蘭、印度、馬來西
亞、新加坡、南非等地，已不再容許英國的大
律師到當地出庭。英國大律師並非所謂的「國
際認可」，香港也並非沒有合資格的律師，黎
智英堅持聘用英國律師，欲借Tim Owen的人
權法律知識抗辯，意圖打「國際牌」將香港的
國安法案件變成所謂的「人權問題」，終審法

院裁決仍容許黎智英聘用Tim Owen，為所謂的
「國際認可」逾越國家安全製造空間，以所謂
的「國際人權」犧牲國家安全，讓外部勢力突
破國家安全底線原則有可乘之機，並非妥當的
做法。

人大釋法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今次香港終審法院所作裁決，對國家安全構

成深遠影響。行政長官李家超明言，擔心香港
特區無有效方法避免外國律師和外力等在參與
涉及國安案件中，作出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人大釋法本身就是香港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從國家憲法層面還是從基本法角度，人大
釋法都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力和地位。特區政府
就終院裁決，主動向中央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釋法，從根本上消除香港處理國安法案件
的不明朗因素和灰色地帶，有利及早解決涉及
國安法案件的爭議，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及時必
要之舉。

國家安全是國家頭等大事，國家安全立法屬
於中央事權。中央關心香港的國家安全，無論
是為維護港人切身利益着想，還是從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的需要，中央都不會聽之任之，坐
視不理。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相信中央在聽取特區政府提請釋法的建
議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按香港國安法的立法
原意進行釋法，一錘定音，築牢香港的國家安
全的屏障。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是「一國兩制」的最高
原則，也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香港實施國
安法，實現由亂到治的根本性轉變，並走向由
治及興的新階段，這一來之不易的局面需要加
倍珍惜。只有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準確落實
好國安法立法原意，消除在處理黎智英涉違國
安法案時可能引致的國安風險，才能彰顯司法
公義，維護國家安全，維持香港社會長治久安
和保障市民的福祉。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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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早前在泰國曼谷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結束二十國集團峰會日程後
隨即親自到泰國進行訪問。這是疫情
發生近3年來，習近平主席首次線下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由泰國總理巴育熱情迎接。適逢今年是中泰兩
國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的第十周年，是次
會面對中泰外交關係別具意義。

中國和泰國一直是友好鄰邦，泰國獨特的地緣位
置令其成為「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重心。經貿
上，中國連續9年作為泰國最大貿易夥伴，是泰國農
產品，尤其是水果的最大出口市場。單在去年，泰
國水果對華出口約220萬噸，出口額1,630億泰銖。
泰國則是中國在東盟國家中第三大貿易夥伴。

習近平主席在與巴育舉行會談期間提到，中泰建
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10年來，兩國傳統友好不
斷發揚光大，全面戰略合作持續深入，雙邊關係進
入新發展階段。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泰關係。我們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願同泰方弘揚「中泰一家
親」特殊情誼，構建更為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
續的中泰命運共同體。

訪問期間，中泰雙方發表和簽署3份文件，當中
《中泰關於構建更為穩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命
運共同體的聯合聲明》包含涉港內容，提到雙方重
視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角洲與泰國 「東部經
濟走廊」 協同發展，重點推動電動汽車等發展潛力
大的產業合作。此外，又提到泰方支持中國「一國
兩制」方針。

中泰關係升級，為香港創造更多商機。泰國是香
港在東盟成員國中最緊密的夥伴之一。就香港而
言，泰國具有潛力的目標業務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
業、消費產品和運輸業等。泰國相關企業在「一帶
一路」建設下積極拓展國際業務，具有在港投資或
增加在港投資的巨大潛力。

我今次亦有隨特區政府商貿代表團赴泰國曼谷出
席會議，向政商界代表講好香港故事。其間我們與
多位泰國商界領袖見面，共同探討香港如何在融
資、專業服務、科技等各方面聯繫國際投資者。

泰國去年提出「生物、循環及綠色經濟模式」
(BCG)並納入「國家發展議程」。該模式旨在重點推
動食品農業、醫療健康、生物能源、旅遊創意經濟
四大產業，相信泰國將會有更多機會與香港及內地
合作。

中國是泰國最大貿易夥伴，香港也是其重要出口
市場，今年首三季泰國與香港的貿易額達102億美
元，而且泰國農產品一直很受香港歡迎，也有很多
港人喜歡到泰國旅遊，兩地經貿人員往來密切。在
今次行程中，不少泰國企業表示很有興趣來港投
資，因為中國是泰國最大貿易夥伴，企業能借助香
港作為跳板，進軍內地市場。

隨着大灣區與東盟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帶來的
機遇將與日俱增。香港法制健全，而且沒有外匯和
資金管制，能為海外投資者提供高效靈活的融資途
徑。特區政府應加強在東盟各國宣傳，提高當地公
司對香港最新市場環境和監管制度的認識，主動邀
請東盟金融、專業服務企業來港，讓他們真正了解
香港營商環境，使世界認識重返國際舞台的香港。

拓展東盟市場 為港創造商機
林健鋒 全國政協委員 經民聯副主席

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以民進黨大敗告終，民
進黨僅保有濁水溪以南的台南市、高雄市、嘉義
縣、屏東縣以及離島澎湖縣5個縣市。若以人口來
算，這5個縣市加起來只有約595萬人，僅約全台總
人口2,321萬的四分之一。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
示，這一結果反映了島內「求和平、求穩定、要過
好日子」的主流民意，將繼續團結廣大台灣同胞，
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融合發展，增進兩岸同胞
福祉，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共
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未來。

選前，民進黨還有七個縣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一度企圖不但保住原有的桃園，而且還特別想攻下
台北市，至少能夠控制島內一半以上的地方，以利
於民進黨在2024年的地區領導人選舉中保住地位。
但是，結果國民黨在「六都」不但拿下台北、桃
園，保住新北和台中，而且是島內經濟文化教育集
中的北台灣「一片藍天」。

仔細算賬可以看到，民進黨這次保有的地方政
權，台南市有人口185餘萬，高雄市272多萬，嘉義
縣48萬餘人，屏東縣79萬多，澎湖縣僅10萬餘
人，總共不到600萬，相對於全台總人口2,321餘
萬，佔比四分之一。事實說明，島內多數人的的確
確「討厭民進黨」，討厭蔡英文的「抗中」操弄。

事實上，蔡英文，將這次的地方選舉操弄成「抗
中保台」的選戰。首先是想將地方選舉變成2024年

的前哨戰。她糾集所有的民進黨候選人一起造勢，
對着全台灣人說，「選他們就是選我」，企圖將她
在2020選戰中的得票全部過到民進黨候選人身上。
兩年前，蔡英文在台北市拿到53.65%選票，她認為
這些票都會過到陳時中身上。其次，就是逼簽「不
投降書」，炒熱綠色基本盤。蔡英文最後召開「決
戰黃金72小時、為台灣挺身而出」催票記者會，由
「獨派」團體公布所有綠色候選人簽下的「不投降
承諾書」， 共有263人簽了。但是，所有非綠營的
都拒簽，都指控蔡英文製造假議題，製造對立，企
圖激起「仇中」的情緒獲得選票最大利益。

「台獨」意味戰爭 和平才能發展
選舉結果不但證明蔡英文這一套不靈了，而且使

島內民眾更深刻認識：「台獨」意味戰爭，和平才
能發展。「台獨」勢力，是台海不穩定的根源！

蔡英文的「抗中保台」實際的效果，是更加真切
地使島內民眾感受到「台獨」導致戰爭，「玩火者
必自焚」。8月10日，大陸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
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這是大陸第三次發表涉
台白皮書，進一步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
事實和現狀，展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追求祖國
統一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同時強調堅持「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寶島百姓要過上
「和平的好日子 」，必然要用選票教訓民進黨。

民進黨敗選 彰顯台灣百姓要和平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