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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法律界應發揮優勢貢獻國家所需
研討會上，梁振英指出， 「十四五」 規劃中

支持香港提升、建設和強化的其他中心和樞紐，
也需要大量的和專門的法律服務。例如香港要提
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是要通過發展新的海事服
務業，包括跟船舶買賣、租賃、註冊登記、保
險、融資相關的海事法律服務。他說，內地正發
展法律專業隊伍，急需提高法律服務業的質素，
相信香港律師除了有制度及語言優勢，亦可憑在
國內外的聯繫能力，成為 「超級聯繫人」 。

港具解決法律爭議優勢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律政司會積極善用

香港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優勢，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與業界攜手把握 「十四
五」 的發展機遇，為國家構建以創新思維、維護
法治的 「平安中國」 作出貢獻。律政司亦正與內
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繫，落實更多粵港澳大灣區的

法律服務開放措施和新措施。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認為，香港要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須改變 「講到法律捨我
其誰」 的心態。她認為， 「十四五」 規劃中提出
的，希望加快建設現代服務業，建設更高水平對
外開放的經濟體制，以及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治
理等內容，都充分表明國家需要更高水平、更現
代化的法律知識和服務。法律作為生產性的業
務，律師、法律界服務於實體經濟，將是未來五
年至十五年的增長點。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提及，香港的法律成熟、
有完善制度、對外開放，而且擁有龐大網絡，故
一直是國際仲裁的熱門地點。

「十四五」 規劃是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
和行動綱領，其重要性對於國家和香港均不容置
疑，希望香港法律界把握 「十四五」 時期的優勢
機遇，發揮香港所長。

律政司和香港律師會昨日
舉辦 「 『十四五』 規劃為香港
法律界帶來的機遇」 網上研討
會，協助本港法律界人士把握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表示，香港法律
服務界相關服務正是 「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 。多名講者亦
紛紛指出，香港法律界具有多
方面優勢，內地的法律服務需
求亦是香港律師為國為民做貢
獻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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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成立 深化魯港交流合作

英國人的吃相太難看

龍眠山

英國內政部更新BNO移民指引，
允許BNO持有人的配偶或伴侶以及未
滿十八歲的子女可分開簽證，方便俗
稱 「太空人」 的移民方式，即家庭成
員可以 「前後腳」 赴英。新措施看似
增加了移民的彈性，實際上是便利英
國從移民家庭榨取更多油水的奸計。

英國人對香港從無所謂道義及責
任之說，若有，當年就不會弄出一個
BNO計劃、拒香港人於萬里之外了。
所謂BNO，只是一本旅遊證件，持有
人沒有英國居留權。有人將BNO分
拆，就是BRITISH NO，即 「非英國
人」 ，這就是真相。

為什麼英國前倨後恭，現在向
BNO持有人打開移民之門呢？不是良
心發現，大發慈悲，而是大英帝國日
薄西山，加上脫歐沉重一擊，英國國
勢更加衰落，阮囊羞澀，日子難過，
因此打起香港移民的主意，確切地
說，英國人看中的不是人，而是錢。
那些有能力移民英國的基本上都是中
產人士，可以為英國帶去不少資金，

撐起其地產、零售、教育產業等市
道。

英國曾評估十分之一BNO持有者
會選擇移民，大約有三十萬之眾。然
而，有關政策實施以來，迄今申請移
民的只有27000人，不足預期的十分
之一。近日英方公布的移民申請數字
徘徊不前，足證鐵心移民的就是這麼
多。還有一些人有移民意願，但擔心
丟掉香港的工作後，在英國找不到相
等的收入，因此躊躇不定。於是乎，
唐寧街急急變招，允許可以分批申
請，家庭主要成員留在香港繼續賺
錢，供養先行一步到英國的家人。如
此一來，英國庫房多了收入、又無需
提供就業機會，更不需要救濟那些生
活無依的移民，一箭三鵰，端的妙
計！

活用早已過氣的BNO證件，既撈
錢，又能博得一部分洋奴歡心，更能
站在道德高地，英國人的狡詐與陰
險，由此可見一斑。

推動疫苗氣泡促進內外循環
特區政府計劃以 「疫苗氣泡」 為

基礎，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其中
有不少亮點，包括本月底擴大 「回港
易」 、下月推出 「來港易」 ，規範
「安心出行」 等，這是香港人困守疫

城一年又四個月以來首次見到走出疫
情的曙光，令人鼓舞。

本港連續三日沒有源頭不明的本
地確診個案，第四波疫情緩和，顯示
香港已是低風險地區，為特區政府逐
步放寬社交距離創造了條件。特首林
鄭昨日公布一系列政策，最大的亮點
就是 「疫苗氣泡」 ，將社交距離鬆綁
與疫苗接種及 「安心出行」 掛鈎。對
食肆等商家而言，有了要求員工注射
疫苗及顧客使用 「安心出行」 的動
力；對打工仔而言，接種已成為就業
的構成要件；對顧客來說，若要享受
大家庭及親友聚餐的樂趣，方便出入
各種場所，就必須打疫苗。

事實上，本港接種率差強人意，
迄今覆蓋不足一成人口，嚴重落後於
形勢。不少市民對接種表現猶豫，是

因為打疫苗對自己沒有什麼明顯的
「好處」 ，不如再 「等一等」 。特區

政府要提高市民接種積極性，就必須
因勢利導，而讓已經接種者享受尚未
接種者所沒有的各種待遇，包括出入
各種社交場所，透過香港與外地達成
的 「旅遊氣泡」 安排，出境旅遊公
幹，這對 「憋壞了」 的市民而言自然
有吸引力。

要求所有顧客必須使用 「安心出
行」 ， 「填表」 不再是 「選項」 ，也
是一大進步。 「安心出行」 其實是港
版 「健康碼」 ，方便萬一食肆爆疫時
追蹤顧客，截斷傳播鏈，但也因此被
別有用心者污名化為所謂 「侵犯私
隱」 。一些人以填表替代 「安心出
行」 ，不過是胡寫幾個字虛應故事，
一些 「黃店」 更公開杯葛 「安心出
行」 ，導致 「安心出行」 的功能大打
折扣。目前，僅有約半數市民安裝了
「安心出行」 ，意味着另一半市民仍

然沒有安裝，這是抗疫的一大漏洞。
取消填表是好事，但一定要加強抽查

與執法，防範有人陽奉陰違。
本月底擴大內地港人 「回港

易」 ，下月推出允許內地人免檢訪港
的 「來港易」 ，反映特區政府抗疫尊
重科學，從諫如流。內地早已實現動
態 「清零」 ，本港近月來的所有輸入
確診個案，沒有一宗來自內地。將廣
東港人與內地其他省市的港人區別對
待，本來就不應該；對內地人來港實
施檢疫制度，也是多此一舉。如果
說，將 「回港易」 擴及所有內地港人
是出於人道精神，那麼推動 「來港
易」 ，為內地人訪港打開方便之門，
則為振興本地市道引入了源頭活水。

「疫苗氣泡」 是全球大趨勢，因
為這是促進經濟內部循環及外部循環
的基礎。值得留意的是，特區政府雖
然提供了放寬限聚路線圖及大致時間
表，但具體何時放寬有待下回分解，
原因是疫情之下仍有一些變數。全港
市民團結一致，加快接種，讓香港早
一日接近集體免疫的目標，恢復正常
生活及通關就會早一日到來。

▲梁振英表示，相信香港法律服務界在 「十四五」 期間能用
好機遇，壯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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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香港山東社團總會（總會）
昨日在香港及深圳兩地連線舉辦成立典禮及會員大會，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等為總會成立題寫賀
詞。何靖與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等參加成立典禮。總會首任會長朱新勝致辭時表示，總會要打造
山東人在香港的 「同鄉之家」 ，更要發揮橋樑紐帶作用，深化魯
港兩地合作互動。

為香港繁榮穩定作貢獻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現有32個屬會，共計數萬名會員。總會將

秉承 「愛國、團結、發展、共贏」 的宗旨，團結20萬居港魯籍鄉
親及關心魯港發展的各界友好，凝心聚力增強山東在港社團的影
響力和號召力，發揮橋樑紐帶作用，深化魯港兩地經貿文化合作
交流互動，助力山東、香港共同發展，互利共贏，服務國家大
局。

朱新勝指出，近年來，面對嚴峻複雜的社會形勢，在港山東
鄉親始終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
參與社會事務。總會的正式成立，不僅為團結凝聚鄉情搭建了更
廣闊的平台，更為壯大愛國愛港力量、服務魯港發展打下了更堅
實的基礎。總會將繼續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助力魯港共同發
展、互利共贏，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貢獻山東力量。

團結鄉親積極參與香港事務
山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江汀在致辭中表示，希望總會

團結帶領廣大會員鄉親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亦要廣泛邀請香
港各階層、各界別的代表到山東參觀訪問，探索建立魯港經濟、
文化、社會深層次常態化交流機制，持續為山東的發展聚人氣、
聚人脈、聚人心。此外，不忘高效整合現有力量，形成同頻共振
的工作合力，推動總會各項事業開好局、起好步。

徐英偉為總會成立典禮錄製視頻，衷心祝賀總會成立。他相
信，總會一定能為香港增添動力，為國家做出貢獻。

據了解，總會將定期舉辦各類會員活動敦睦鄉誼；組織魯港
投資、考察及慈善活動，服務家鄉建設，共用機遇，造福桑梓；
通過會議、研討、展覽及其他文化教育等互動交流，促進兩地融
合認同，推動魯港經貿合作再上新台階。 ▲嘉賓們在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成立典禮上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