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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港黑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
反國安法案件，律政司反對黎智英聘請
外國律師抗辯，惟終審法院拒絕律政司
的上訴許可申請；法院裁決同日，特首
李家超已迅速提出釋法建議，而律政司
亦已就此案致函原訟法庭申請押後審
訊。特首李家超據理力爭做實事的效
率、維護國安的決心，值得肯定。維護
國安是不能動搖的底線，若連涉及國安
的案件也可聘用外國律師，此例一開，
後患無窮。因此，為防範外部勢力透過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安
全，筆者堅決支持特首依法提請人大就
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亦深信
待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釋法有了決定之
後，再處理上述案件是更恰當的做法，
將有助堵塞漏洞，全面維護國家安全。

實施香港國安法是香港由亂到治、由
治及興的重大轉捩點，其發揮定海神針
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無可爭議。而維護
國家安全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的憲制責任，亦是保障香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重中之重。故此，當黎
智英聘外國律師為其涉嫌勾結外部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案辯護，或會出現不能預
計的國安漏洞和干預風險時，李家超作
為特首及國安會主席，絕對有憲制責任
保障國家安全，並全面檢視法例能否有
效執行。而今次提出釋法的建議是符合
香港利益和憲制秩序，特首回應迅速、
做法正確。

再者，香港國安法是
全國性法律，而國安法
第六十五條早已明確訂
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國安法有解釋權，故今
次提請釋法亦合情、合
理、合法。事實上，自香港國安法實施
以來，反華勢力不斷利用不同事件及藉
口詆毀香港國安法，若在處理涉及危害
國安的罪案時聘用外國律師，既會增加
案件的複雜性，亦有違國安法立法目
的，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

允外國律師參與國安案違立法原意
試問哪一個國家和地區，會容許外國

人參與涉及國家安全的工作呢？當案件
內容或涉及一些重大機密國安資料時，
外國律師會否成為安全漏洞，必須審慎
考慮，絕不能掉以輕心。

最終會否釋法、釋法內容如何，仍有
待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決定。但筆者必須
強調，國安法與普通法原則有異，大律
師公會亦已表明不認為釋法會破壞司法
獨立，亦不認為有常態化情況。希望大
家認清真相，防範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部
勢力借今次事件打擊中國、抹黑攻擊香
港國安法。國安法的權威性、凌駕性、
特殊性不容質疑，維護國安人人有責，
若沒有了國家安全，談任何事情也是徒
然。

陳穎欣 立法會議員

工聯會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分會
近日接獲Zeek 工友求助，指Zeek外送
平台以「唧牙膏」方式出糧，拖欠數十
位員工薪金達數月之多，合共估計超過
500萬元。疫情下失業情況嚴重，外送行
業成為了失業人士的「救生圈」，可是
現在「救生圈」卻分分鐘變成了「貼錢
打工」的圈套，實在令人氣憤。被拖糧
的工友生活困苦，以為賒借度日只是短
暫之事，可是最終卻被一拖再拖。Zeek
工友苦等無果之下，希望透過工會支援
協助追討，並向工聯會及筆者求助。

據了解，Zeek以各種理由拖欠工友薪
金，包括系統有問題要更新，可是根據
《僱傭條例》僱主按合約期出糧是基本
責任，並沒有任何豁免機制。有受訪工
友指，他們仍未收到今年4、5月的薪
金，幾個月來公司要麼發出通告，要麼
「唧牙膏」支付一小部分薪金，哄騙工
友繼續工作，並承諾很快償還餘款。
Zeek也曾向傳媒公開承諾，會在11月
18日支付餘款，最終當然沒有兌現。
Zeek 拖欠工友的款項，還包括外送服
務期間所需的車輛燃油費、隧道費及外
送服務費，全數本應憑單據實報實銷，
現在分分鐘成了廢紙，工友當然是心急
如焚。如果工友未能收回開支，就是
「倒貼」給平台賺錢，當然教人氣憤。
同時，也凸顯出「零監管」的漏洞和工
友「零保障」的困境。

筆者對於任何蓄意欠
薪，予以強烈譴責。欠
薪刑事化的條例生效多
時，仍有公司肆無忌憚
公然挑戰法律，執法部
門必須全力打擊，以儆
效尤。筆者早已在立法會指出，「零
工經濟」下的新興行業，最容易出現
「假自僱」，而政府的態度、思維及
立法工作都是大落後，以致工友面對
更嚴峻的困境。筆者認為，政府有責
任為工友討回公道，以彌補未能與時
俱進的過失。「假自僱」、自僱、包
工制或自由工作者，同樣面對得不到
《僱傭條例》的保障，萬一出現意外
事故，也要自行承擔。還有就是遇上
欠款和權益糾紛，都要經歷漫長的司
法程序。

筆者認為，長遠而言仿效外國的經
驗，立法確定新興工種的僱傭關係，
最為理想，可省卻不少爭拗，更是表
達政府對於維護僱員權益的決心。對
於日前在立法會前廳交流會，初步得
悉政府有意在《僱傭條例》以外，為
平台工作者另定條例予以規管及保
障，筆者雖然認為保障程度很大可能
不及多年反覆修正的《僱傭條例》，
但總比現在「無王管」好一點，可以
先行先試，但必須盡快出台，以防止
權益糾紛問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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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特區國安委擔當重要角色
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案聘用英國御

用大律師Tim Owen作代表，律政司不服決定並多次上

訴，終審法院拒絕律政司的上訴許可申請。行政長官李家

超已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

香港國安法，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

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

作作出解釋。李家超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合憲合法

合情合理。香港是「一國兩制」的特區，「一國」是「兩

制」之本，全面準確貫徹香港國安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

重要舉措。香港在實施香港國安法過程中出現不明朗因

素，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解釋，行使憲制權力，有助香港息紛止爭，確保香港國安

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此次提請人大釋

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

用，顯示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上，特區國安委有重要角

色，社會各界要大力支持特區國安委工作。

馮煒光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收到中央政府依照香港國
安法第11條發出的公函後，召開了香港特區國
家安全委員會（特區國安委）會議，並以行政
長官以及特區國安委主席的身份在28日的記者
會上作出一系列聲明。

各界全力支持國安委工作
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

負有根本責任，享有無可置疑的最高立法權、
執法權和司法權。除了設立駐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公署行使相關職權之外，中央還通過香
港國安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了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作為特區層面維護國家安全的領
導決策、統籌協調機構，行使中央授予的相關
權力。特區國安委是中央在特區設立並授權依
法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權力的權威機構，統籌領
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所有事務，在香港
特區具有特殊的凌駕地位。

特區國安委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
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
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
人、入境處處長、海關關長，以及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國安委更設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
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中聯辦主任
兼任特區國安委顧問。特區國安委就推進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協
調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而作出的有關決定，對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機
構在內的特區所有機構、組織和個人均具有約束
力，必須得到貫徹執行。對特區國安委決定並進
行協調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行動，特區政
府必須予以配合。因此，社會各界理當全力支持
香港特區國安委工作。

終審法院拒絕律政司上訴申請，當中強調案件
的爭議點必須「在下級法庭詳加審視、探討、解

釋」，雖然判詞中，終審法院並不否定「保護國
家秘密」，也強調「防止有人以法律程序損害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囿於程序，因為律政司提
出的爭議點未在下級法庭探討過，故終審法院拒
絕律政司的申請。終審法院以處理一般案件角度
來看待國安法案件，是把程序置於維護國安之
上，令不少社會人士感到擔憂。有分析指出：
「香港高等法院、終審法院的法官未必不重視國
家利益，或許只是因為他們陷在了處理一般性案
件的司法原則、程序和習慣的舊有窠臼內，為原
有的普通法制度理念所束縛，且執着於尋求與所
謂『國際標準』對標，從而疏忽了黎智英一案的
特殊性，疏忽了國家安全的特殊性。」

提請釋法非「輸打贏要」
對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釋法，本港又有聲音質疑，釋法是「輸打贏
要」，損害香港司法獨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

家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有條文清楚列明，其解釋權屬全國人
大常委會。人大釋法是香港法制的重要組成部
分，任何人尊重、支持「一國兩制」，同樣須尊
重、支持人大釋法。

特首有憲制責任保國家安全
香港國安法是一部新法律，由全國人大按照

憲法、基本法制定，而且是根據中國國情及香
港特區情況訂立，在實踐香港國安法的過程
中，也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給予指導，確保香
港國安法的實踐符合立法原意。例如，對中國
國情、香港情況不能透徹了解，沒有香港本地
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允許其參與香港國
安法案件的審理，是否有違香港國安法立法原
意，能否對香港國安法發展有所貢獻，而不是
起到反作用，就很需要人大作出解釋，這也是
行政長官李家超提請人大釋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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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涉嫌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一案，獲法庭批准聘用英國御用大
律師為其辯護，律政司反對但兩度敗
訴，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終院頒
下判詞，拒絕律政司上訴，意味法庭容
許外國律師代表黎智英在涉國安法案件

抗辯。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表明，將就香港履行國家
安全職責等情況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並建議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作出解釋。筆者
對此表示支持。黎智英案件涉及勾結外國勢力，肯定
不適宜讓外國律師作辯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決不能容許
非香港執業的外國大律師為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等案件
辯護，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釋法權，天經地義。

司法機構應主動維護國安
首先，這是法庭首次審理涉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

案件，涉及國家安全，香港特區各級機構都有維護國
安的責任，應該是自覺、主動地去維護國家安全。律
政司代表已經就黎智英外聘大律師提出了有力的反對
理據，但香港各級法院仍然抱持固有「原則」，一意
孤行。眾所周知，黎智英有着十分複雜的外國勢力勾
結的背景，被視為外國勢力在港的主要「代理人」，
多次獲得外國政要接見，這宗案件的審訊很大程度受
到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干預，甚至有可能令審訊偏離
法律的正道。而且此案並非普通案件，而是涉嫌勾結
外國勢力，如果容許外國大狀為黎智英辯護，顯然不
合邏輯，更違反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黎智英一方近期不斷利用各種司法程序，令審訊不斷
橫生枝節，企圖挑戰國安法。從黎智英被捕時起，就已
有外國勢力透過不同渠道，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意圖干
預案件的審訊，比如包括有人不斷要求美英政府當局出
手，用政治及其他手段作出干預。亦有人不斷地透過外
國媒體，施加輿論壓力，甚至釋放虛假信息，混淆視

聽，意圖干擾案件的調查和審訊。美國國務院還曾公開
發表聲明，對該案作出粗暴的政治干預。

其次，此案有可能涉及一些國家秘密，若批准黎智
英聘用外國律師，外國律師在離開香港後，有可能會
把庭上涉及國安的機密資料洩露給海外機構，危害國
家安全，亦極難追究責任，導致國安風險更大。雖然
身為律師，有責任依法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
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但在國家利益面前，外
國律師始終有令人不放心的問題，這一點司法機構也
須慎重考慮。這宗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最
終的依據是香港國安法。而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具有高於香港本地法律的地
位。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本
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引用外
國的法律和案例，對這宗案件的審訊幫助不大，反而
有可能出現錯誤理解法律的問題。

提請釋法確保國安法準確實施
香港國安法是國家立法，是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立法語言是中
文。而外國律師既不熟悉中文，亦不熟悉內地法制，相
信對審訊幫助不大，甚至可能有所偏頗和不準確。國安
法規定要由指定法官處理國安案件，已經表明不是所有
法官都有能力審理國安案件。同樣，對於辯護律師亦應
有要求，既要熟悉國安法例，沒有角色和利益上的衝
突，更要確保對於香港國安法的尊重和認同，否則對於
審訊將是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律政司提出反對法庭批准
黎智英聘用英國大律師一事是有理有據的。

現時黎智英涉嫌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案受
公眾關注，容許外國律師代表黎智英在涉國安法案件
抗辯，將為國家安全帶來風險。特首李家超提出人大
釋法有助消除國安風險，也反映香港司法改革刻不容
緩，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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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院裁決令人擔憂 司法改革刻不容緩
陳子遷 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過去一個月大部分公共事業和公共
交通工具相繼掀起加價潮，對基層小巿
民生活必然百上加斤，特區政府必須嚴
格做好把關工作，顧及民生之苦，想盡
辦法壓低電費及公交加價幅度，並且考
慮以不同方式發放電力和其他補貼，為

基層市民紓困減壓。
繼天星小輪申請調升票價一倍後，中電和港燈亦宣

布將於明年1月加價，按年計實際加幅更高達19.8%與
45.6%，加幅是歷年新高。這股加風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近日九巴和城巴新巴分別申請加車費一
至兩成，的士業界短期內亦會向運輸署申請加價，初
步建議起錶加6元。對於眾多範疇的加幅，全港小巿民
可謂苦不堪言。

疫情下各行各業元氣大傷，兩電再度加價無疑令各
行各業雪上加霜。本港電費由基本電價及燃料調整費
組成，基本電價因為利潤管制協議而受到規範，燃料
調整費則以實報實銷方式，由用戶向電力公司支付，
變相全數由市民來承擔。社會上不少人認為，這種電
費的計算辦法，令兩電「有賺無蝕」，雖然協議規定
兩電的利潤回報不能超過固定資產的8%，但當固定資
產「越脹越大」時，盈利則越滾越大，兩電每年坐享

8%回報，獲利更是數以十億元計算，基層市民卻「肉
在砧板上」，只能無奈承受電費加幅。

政府與兩電現行的利潤管制協議2033年到期。筆者
認為，政府應考慮在中期檢討更改條款，例如要求兩
電承擔部分燃料費用等，為市民減輕生活壓力。政府
早前先後推出的電費紓緩計劃和電費補貼，將分別在
明年底和明年5月結束。儘管政府在過去推出多輪紓困
措施，財政狀況面臨一定壓力， 但在電費持續飆升
下，筆者促請政府應考慮設立特別津貼，針對性地幫
助中小微企、基層市民，提供直接且有效的支援，切
實紓解民生困苦。

長遠而言，本港要降低電費受到外圍環境的影響，
必須增強能源供應的穩定性。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
引入內地能源來港競爭；另一方面，兩電亦應積極加
強與內地企業合作，共同發展清潔能源，以保障本港
有穩定能源供應。

在現時經濟尚未復甦的情況下，兩電作為公共事業絕
對不應置身事外，反而應從利潤中撥出更多款項用於電
費補貼，以減輕加電費對中小微企、全港市民的負擔。
特區政府則應思考如何檢討現行與兩電的利潤管制協
議，盡力壓低電費加價幅度，並針對性地發放電力及交
通補貼，紓解因公共事業加價給市民帶來的額外負擔。

公共事業掀加風 政府需積極紓困
李鎮強 自由黨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