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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基金會決定 陳茂波斥有偏見

港澳剔出經濟自由度評級

金會公布的 2021 年度《經濟自由度
基指數》報告，新加坡連續第二年成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和澳門首次被剔
出評級，併入中國計算。基金會創辦人傅
爾納稱，近年的發展顯示香港和澳門政治
明顯「受到北京操控」。

港曾連續 25 年蟬聯第一
香港曾連續 25 年蟬聯經濟自由度指數
第一位，去年微跌至第二位，近年在「司
法有效性」的評分亦下跌。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前年在禮賓府與傅爾納會面時，
表明不同意報告指中央保留對基本法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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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應湘（右）表示，香港未來要發展
必須有足夠土地。

■回歸以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

解釋權，是限制了特區終審法院權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不同意香
港經濟政策決定權已由中央控制，批評基
金會將香港排除在外是沒有理由和根據。
他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經濟的
核心競爭力體現於資金、人才及資訊自由
流通，港元透過聯繫匯率與美元掛鈎，而
且享有法治和司法獨立，因此不認同對方
的做法及決定。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對美國傳統基金
會的決定表示極度失望和遺憾，批評基金
會的決定既不合適，也缺乏理據。此決定
對於在指數設立 27 年以來，其中 25 年被

香港遺囑內地也有效

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並不公允。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表示，回歸以
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
依法享有政治自由和自治權力，沒有任何改
變。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評論，是企圖抹黑中
央對港享有的全面管治權，政治立場凌駕事
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美國聯
同外國勢力圍堵中國已是公開的事實，今次
美國傳統基金會只是配合美國攻勢，有關評
論只是企圖抹黑中央對港享有的全面管治
權，政治立場凌駕事實。她認為無須對此過
於認真，而香港在「一國兩制」賦與的優
勢，繼續發光發亮。

申訴署指短缺疫苗監管不足

黃江天 資深法律人

準。
2019 年香港有醫務中
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
心涉嫌提供水貨九價子宮
發現，政府對供不應求疫
頸癌疫苗，申訴專員趙慧
苗的監管機制並不足夠，
賢昨日宣布，已完成有關
當中包括衞生署的市場監
政府監管私營醫療機構提
測機制的風險評估因素，
供疫苗機制的主動調查，
未有包括藥劑製品的供求
批評政府的監管機制不
情況。公署建議政府密切
足。隨着日後或有生產商
觀察加強監管措施的成
向私營醫療機構提供新冠
肺炎疫苗，申訴專員擔心可能出現水貨或冒牌 效，及按需要作出調整；將藥劑製品於市場的
的新冠疫苗，促請政府及早堵塞漏洞，做足把 供求情況納入為衞生署的市場監測機制；檢討
關工作，確保私營醫療機構的疫苗符合品質標 就重大藥劑製品事件發布有關資訊的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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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立，還是在香港所立。影響遺
囑效力的，主要是看遺囑的內容和
形式是否符合其通常居住地（如香
港）對遺囑的形式和內容的要求。
香港居民繼承位於內地的遺
產，首要的問題是：誰具有繼承
權。若有遺囑者，則必然依香港法
律和程序來判斷。具體做法是，立
遺囑人去世後，由遺囑執行人向香
港高等法院申請遺囑認證，發出遺
囑認證書(Probate)，確認遺囑合法
有效。繼由內地公證部門據此，出
具繼承權證明書，再辦理遺產過戶
等相關手續。
過往曾有當事人，在香港和內地
均立遺囑，分別處理位處兩地的遺
產，以為這樣可兩者兼顧，萬無一
失。誰知搞出個大頭佛，更由此引致
兩份遺囑、何者優先和何者有效等問
題。因為兩地法律均只承認最後遺囑
才為有效遺囑。《民法典》的繼承規
則是，如多份遺囑有衝突，以最後訂
立的遺囑為準。按香港《遺囑條
例》，當另一份遺囑訂立時，原有的
遺囑即被視為已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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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遠土地供應匱乏，已經
引發不少社會問題，為此政府開展
填海計劃。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昨
日於公開論壇上發表演講，直言香
港房屋問題嚴峻，居住空間狹窄，
支持政府進行填海增加房屋供應，
建議香港在淺水水深不超過 10 米地
方填海造地，配合香港未來數十年
的發展。他又指，填海絕非「倒錢
落海」，更會為庫房帶來財政收
入，給市民締造更宜居環境。
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昨日舉
辦第15場「團結卓爾論壇」，胡應湘
於論壇上發表演講，表示內地在過去
40 年積極投放資源在大型基建，讓經
濟民生發展騰飛。反觀香港人均居住
面積只得約 170 方呎，遠遜於台灣、
上海及新加坡等鄰近地區，更連續多
年被列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
「近年劏房、納米樓盛行，年輕人置
業天方夜譚，專業人士都負擔不
起。」
胡應湘認為，政府不造地，年
輕人將會難以「上車」，而填海是
前瞻性長遠投資。

女
■性 宜 注 射
宮頸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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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應湘倡淺水填海造地

美 國 傳 統 基 金 會 （Heritage
Foundation） 最 新 發 布 的 2021 年 度
《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新加坡
連續第二年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但香港和澳門首次被剔出評級。基金
會創辦人傅爾納撰文聲稱，香港在過
去兩年更加「失去政治自由和自
治」，令香港在很多方面「變得幾乎
與內地其他主要城市無分別」。就
此，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網上
研討會時表示，不同意基金會意見，
並斥基金會下此決定是包含了意識形
態及政治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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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署清理 77 佔地黑點 拆逾 300 構築物
地政總署昨日表示，負責重點處理較嚴重
的佔用政府土地個案的「特別行動專責組」，
自 2019 年年中成立以來，在土地執管方面取得
顯著成效。專責組在前年鎖定 100 個涉及較大
面積政府土地被非法佔用作棕地作業的黑點，
截至去年 12 月已完成清理 77 個，而部分亦涉及
私人土地違反地契情況，專責組已同時採取行
動，累計清理逾 20 公頃被非法佔用的政府土
地，以及就 50 幅違契私人地段採取執行契約條

款行動，逾 300 項非法或違契構築物已清拆。
署方指，在協助新界區地政處處理較嚴重
土地違規個案及其他積壓個案方面，目前已完
成處理 20 宗嚴重個案，共清理超過 4 公頃政府
土地，就接近 50 幅違契私人地段採取執行契約
條款行動，並清拆逾 200 項非法或違契構築
物。此外，有 6 宗因未有在限期前停止佔用政
府土地而被檢控，其中已審理的 5 宗個案全被
定罪及罰款，1 宗尚待聆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