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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資深大律師杜
淦堃上周接替夏博
義擔任大律師公會
主席，其首要任務
必然是要重振公會

聲譽。公會過去四年在戴啟思和夏博義的
執掌之下變得高度政治化，完全迷失方
向，其表現仿如公民黨的分支，結果內外
交困。

新主席首務是重振聲譽

公會在2019年以各種方式取悅反華
勢力，除了高調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還不放過任何機會非議警隊和中央政府。
當然，公會為了塑造 「客觀」 形象，也曾
譴責 「黑暴」 破壞立法會、法院和港鐵設
施，只可惜它的回應給予人惺惺作態的感
覺，連其自己的很多會員都大失所望。

譬如，時任公會副主席蔡維邦忍無可

忍之下請辭。他批評戴啟思執掌下的公會
未有義無反顧地譴責暴力行為，而大部分
執行委員也不願義正辭嚴地譴責暴徒和為
他們砌詞開脫的人，他對此感到失望。蔡
維邦認為公會沒有尊重1500名成員的意
願，損害了與內地法律機構的友好關係。
公會在戴啟思執掌下與內地的關係陷於冰
凍，但卻熱衷於與海外地區建立聯繫，在
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時，更主動
與美國律師協會拉關係。

只可惜公會對蔡維邦的勸告置若
罔聞。戴啟思2021年離任後，公會並未
改弦易轍，反而選出英國政客夏博義為新
主席。夏博義在出任主席前是英國自民黨
黨員，該黨致力推進反華議程，不但公開
反對香港國安法，倡議 「制裁」 中央和特
區官員，更主張抵制北京冬奧。公會任命
外國政客執掌主席一職，實在匪夷所思。

夏博義在上任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就
向香港國安法開火，妄稱要尋求特區政府

修改國安法。他隨後誣衊警隊濫捕參與違
法 「初選」 的亂港分子，聲稱警方 「蓄意
恫嚇民主運動」 云云。他未經審視相關證
據就含血噴人誣衊警隊，行為極不負責
任，但討得反華勢力的歡心。然而，他的
驚人 「偉論」 令社會各界意識到公會離正
道越來越遠。

公會為了挽回公信力，急急與夏博義
割席，指他是以 「個人名義」 發表言論，
並宣稱公會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公會史無
前例地與主席劃清界線，卻無法釋除公眾
疑慮，因為記者是出於夏博義的公會主席
身份才主動採訪他。

夏博義自此喪失領導力，並令公會聲
譽受損。事隔一年後，公會會員意識到若
再不清理門戶，公會可能從此喪失地位、
完全靠邊站。因此，夏博義不尋求連任後
會員抓緊機會推選賢能，現在一班才德之
士重掌大局，公會重回法律專業有望。雖
然公會仍需要處理戴啟思和夏博義遺留下

來的爛攤子，但一個政治中立的主席可助
公會重回正軌和恢復公信力，讓它再次成
為法律界的正能量。

杜淦堃於1月20日當選大律師公會新
任主席。他表示，視維護法治為首要任
務，指出公會不宜討論或處理政治議題，
駁斥 「法治已死」 的言論，並堅稱香港必
須堅守法治才能保持競爭力。這些對公會
會員而言無疑是福音。

警惕反華勢力繼續破壞

杜淦堃表示，公會將會積極參與基本
法第23條立法的諮詢工作。他不像戴啟
思和夏博義那樣敵視香港國安法。他指
出，國安法仍實施不久，應讓法院有充裕
時間去斟酌和詮釋條文。換句話說，他無
意像前兩任主席那樣熱衷於表演政治秀。

公會以往會和內地法律機構保持友好
往來，並每年到訪北京，但自戴啟思上任

後就中斷與內地聯繫。杜淦堃希望能與內
地重建良好關係，為會員創造機遇。相信
心繫公會的會員必定會歡迎新主席的提
議。

喪失公信力的公會要挽回聲譽絕非易
事，但至少迷途知返，踏出了關鍵一步。
依杜淦堃所言，他會在兩位副主席陳政龍
和毛樂禮的協助下為公會撥亂反正。然
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舊勢力仍會暗中
搞鬼，杜淦堃務必要堅守立場，並提防反
華勢力的激烈反擊。戴啟思已經率先警告
他 「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 ，誠言這班
搞事者仍舊以為公會屬他們的勢力範圍，
他們的破壞力不容低估。

公會沉淪幾年後有望捲土重來。若果
杜淦堃和他的團隊可以重振公會聲譽，不
止造福法律界，也是香港之福。

註：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
港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在中共十九屆六
中全會審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
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
歷史經驗的決議》

中，分析了新時代中共面臨的形勢、面對
的風險與挑戰，並從13個方面總結了中共
十八大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
史性變革。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特別提
到進入新時代，我國面臨更為嚴峻的國家
安全形勢，外部壓力前所未有，傳統安全
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互相交織。正是在
這個歷史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
調，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
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發展，相
輔相成，相互支持。的確， 「修例風波」

所引發的 「黑暴」 「攬炒」 等激進暴力犯
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幾乎
將香港這個繁華都市變成 「戰場」 。喪失
了安全的香港，繁榮穩定遭到嚴重破壞，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受到嚴重挑戰，社

會和經濟發展更是無從談起。

國安是市民福祉所繫

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2021年香港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致辭中所指出，
國家安全是民生所依，危害國家安全，就
是破壞香港繁榮發展，損害市民利益福祉。
因此，過去幾年對於每一個熱愛香港的人
來說，都能深刻體會到國家安全才是 「一
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基石，是香港市民安
居樂業的基石，是落實一切民生保障、民
主權利的基石。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定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絕不容忍任何挑
戰 「一國兩制」 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
何分裂國家的行為。國家 「十四五」 規劃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明確要求香港特區
政府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
特區社會大局穩定，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
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由此可見，落實 「一
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要承擔起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只有為國家的
長治久安作出貢獻，才能促進香港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也才能確保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
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
要組成部分。他提出，維護金融安全，是

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
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並特別強調，必須
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
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
好。

做內地金融風險的「防火牆」

國家 「十四五」 規劃強調，支持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包括強化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香港不僅是國際的
金融中心，更是國家的金融中心，這就要
求香港要承擔起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責任。
香港金融業發展的廣闊前景主要在於助力
國家金融開放。在這一過程中，特區政府、
金融監管機構和金融企業就更要樹立總體

國家安全觀，不但做好國家金融開放的 「試
驗田」 ，更要成為避免國際市場風險傳導
到內地市場 「防火牆」 ，以及確保香港金
融體系不會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來進行
違反國家安全活動。

此外，作為國家支持的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應該充分發
揮普通法優勢，協助國家利用國際法手段
應對經貿摩擦，解決國際經濟糾紛，保障
中資企業在對外貿易中的經濟安全。這就
要求香港法律業界在充分享受國家 「十四
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前海方
案》等創造的龐大機遇的同時，同樣要樹
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發展業務的同時自
覺維護國家安全，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
出貢獻。

港區河南省政協委員、香港與內地法
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



































羅冠聰與美媒可奪奧斯卡虛偽獎

談到可供 「新田科技城」 借
鑒的前車，除了有科學園之外，
還有數碼港。數碼港是香港回歸
後，由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
出，是一個推動香港數碼科技發

展的前瞻性、創見項目，現在很多全球性的互聯網企
業在當時都還在初創期，有的甚至未出現。

然而，數碼港之後被一些人抹黑為 「以高科技包
裝房地產」 ；亦有人質疑當局在未經公開招標情況下，
把鋼綫灣優質地皮免地價批予單一發展商；住宅發展
變成豪宅項目，缺乏為數碼港內科技公司的僱員提供
商住配套云云。雖然數碼港多年來對本港創科其實有
不少貢獻，現正進行第五期擴展工程，但是至今仍無
法完全消除部分人對數碼港的負面印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 「北部都會區
發展策略」 後，新界北的土地價格立即上漲，雖然這
是正常之事，但是隨之而來的擔憂是，創科方面的開
發成本和居住成本能否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而
不影響產業發展的成本？政府要汲取數碼港的經驗——
切勿落入以住宅項目的收益作為補貼科技城發展的指
導思考邏輯。

將來的 「新田科技城」 ，地產項目應是以 「房是
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的邏輯發展，興建住宅是
為了配合香港科技發展的，不應變為 「純房地產項目」 ，
而同時要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早前在立法會表示， 「新
田科技城」 可容納15萬個創科職位。但要配合有關職
位需在區內規劃多少住宅單位？又需要多少學校、商
場、街市、文娛運動、社區設施等生活配套？另外，
還要考慮將來的居民需要什麼類型的住宅，如單人居
住小單位、家庭居住的大單位等等。

我們不願看到 「新田科技城」 只是將科技研發和
辦公大樓聚在一起，缺乏商住的配套，重蹈工業邨和
科學園的覆轍——入夜後漆黑一片如死城；我們也要
預防 「新田科技城」 變成只為居住目的而設的項目，
令科技發展成為閒角。

筆者建議， 「新田科技城」 在注重 「學─研─產
─商─居」 的一體化發展，首要實現職住平衡！以 「新
田科技城」 的 「職」 為首要考慮， 「住」 就是為了讓
中小企負責人、科技人才和各範疇的職員可安心在 「新
田科技城」 專心投入科技事業發展。

城市智庫召集人

新田科技城需做到職住平衡

國家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

近來，美國《外交政
策》《華盛頓郵報》《紐
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等多家媒體頻頻刊文，為

羅冠聰之流的反中亂港分子張目打氣，兜售
扭曲真相的敘事體系。檢視2019年 「修例風
波」 的亂象，放眼香港如今的海晏河清，羅
冠聰之流的醜惡真相和美西方一些人的虛偽
本質一目了然，他們這種打着 「民主人權」
幌子謀取政治私利、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和國
家發展強大的卑劣戲碼早已徹底崩塌。

打着「民主」幌子煽動「港獨」

其一，羅冠聰之流的醜惡真相
事實無可反駁，多年來羅冠聰假藉 「民

主」 之名散播 「港獨」 主張，煽動分裂國家，
蠱惑年輕人參與違法 「抗爭」 ，勾結外部勢
力，破壞香港安寧。他們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前潛逃國外，逃避法律制裁。

出逃前，羅冠聰之流惡行纍纍，劣跡斑
斑。2016年羅冠聰等人創立主張所謂 「民主
自決」 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違反基本
法；2019年羅冠聰等反中亂港 「黑手」 赴美
竄訪，與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時任國務
卿蓬佩奧等反華政客見面，企圖 「告洋狀」
尋求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2020年，羅冠
聰、黎智英等多名亂港分子，無視警方反對，
闖入維多利亞公園非法集會，目無法治、肆
意妄為。樁樁件件歷歷在目，罄竹難書。

出逃後，羅冠聰本性不改，禍國亂港的
黑歷史再添 「三大罪狀」 。一是 「頻發煽動
言論」 。2020年7月，羅冠聰視頻出席美參
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抹黑香港國安法，
鼓動國際社會對中國實施所謂 「制裁」 。二
是 「眾籌煽動 『港獨』 」 。2020年至今，羅
冠聰在潛逃後通過總部設於美國的群眾募資
平台乞求支持者每月捐款，資助其 「國際游
說」 。但實際款項用在哪裏恐怕只有他自己
知道。三是 「叫人衝自己鬆」 。2020年12月，
羅冠聰在臉書上傳與另一逃犯許智峯合照，
兩人笑容洋溢、日子逍遙，與被他們忽悠上
街而鋃鐺入獄的年輕人截然不同，連 「同路
人」 都忍不住怒斥。

其二，美西方禍港亂港的虛偽本質
美西方花樣頻出，亂港之心昭然若揭。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前，美政府悍然為羅
冠聰提供所謂 「民主峰會」 平台兜售 「港獨」
主張，抹黑中央、荼毒香港，其心可誅。之
後，標榜客觀獨立的美國媒體紛紛跳出來，
連篇累牘美化羅冠聰種種違法行徑，與反中
亂港分子合流，視香港法治為無物。相關報
道根本無關自由人權，而是配合美西方反華
逆流打輿論牌，企圖破壞香港法治和繁榮穩
定，其行可鄙。

現在，香港越穩定美西方越焦慮。眼看
「代理人」 被抓了，馬前卒 「失蹄」 了， 「亂

港大計」 泡湯了，只得祭出制裁大棒，抹黑
香港營商環境，甚至不惜美企港企一起打，
乃是黔驢技窮，窮兇極惡。美、英、加、澳
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還企圖釜底抽薪，威逼
利誘外國企業遷出香港，推出新的移民政策
哄騙港人 「離港出走」 ，企圖繼續榨取香港
的 「剩餘價值」 。他們口口聲聲 「與港人站
在一起」 ，內心卻不希望香港好。兩年多來
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事實，早已戳破
了他們的謊言，香港在國家懷抱中更加光明
的發展前景，更會讓他們禍港亂港的圖謀徹
底破產。

持「雙標」干預香港事務

或許有人對美西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所
謂 「民主燈塔」 的光暈中，但美國內政治極
化、社會撕裂、種族矛盾、貧富分化愈演愈
烈，新冠疫情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喪生，拜登
政府執政一年來也未能扭轉頹勢，所謂 「山
巔之城」 的形象早已不復存在。美國媒體不
去關心自己國內民意和民生疾苦，不向本國
政府建言獻策，反而處心積慮為亂港分子抬
轎，拿香港問題造謠生事，其虛偽和 「雙標」
本質可見一斑。

還是那句老話： 「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
人，或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
所有人。」 這場偽 「民主自由」 的苦情戲蒙
騙不了正義的國際觀眾。不過在虛構片類別
裏，羅冠聰和美國媒體確實值得兩座奧斯卡
小金人。

議事論事

鐔 言

讀者來稿

銀 鷂



大律師公會須去政治化重回正軌

劉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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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正迅速蔓延，寵
物店的倉鼠也發現感染新冠病毒，為
了防止鼠人交叉感染令疫情更為惡
化，當局決定人道毀滅二千多隻倉鼠

以阻止疫情蔓延。可是，與野豬不同，也與爆發禽流
感時撲殺雞隻不同，倉鼠是寵物，與人類建立了一定
的情感關係，市民把倉鼠送去動物管理中心時，不少
主人是依依不捨和落淚，更有小朋友寫下字條與自己
心愛的寵物告別，場面是傷感的。

當然，筆者明白是次人道毀滅倉鼠是迫不得已之
舉，畢竟涉及公共衞生問題，人命關天。正如有輿論
指出，抗疫是要犧牲的，當局的合理要求其實也得到
大多數倉鼠主人及民情的諒解。但當局對寵物感染新
冠病毒一事還是要多加注意的，做好更周全的預防措
施。一是要積極尋找更佳更妥善的辦法。二是要做好
公關工作，特別是要對市民進行詳細的科學講解，以
理服人，這些準備工作是相當重要的。

飼養倉鼠為寵物的市民畢竟也不是多數，若果一

旦疫情蔓延至貓狗時，後果可能嚴重得多了。香港愛
貓愛狗者眾，人類與貓狗的感情關係絕不可低估，不
少寵物主人視貓狗為朋友、知己，甚至是兒女、家人，
貓狗更是部分獨居長者的心靈慰藉。可以說，貓狗並
非普通動物，已是我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倫
理情感的一部分。

慎防「關注組」挑動「軟對抗」

由於喜歡貓狗者人數眾多，倘若要人道毀滅染疫
貓狗必然引起強烈反彈，加上社交媒體上所謂的 「關
注組」 已在野豬倉鼠問題上藉機煽風點火，挑動 「軟
對抗」 ，若果真的要人道毀滅貓狗，引發政治風波的
機會是相當高的。未雨綢繆，當局必須及早在公關、
科學解釋等方面做好準備工作，一旦不幸事件發生，
務求找出妥善安排，避免傷害市民情感及爭取大多數
市民的諒解。

資深教育工作者

為疫情在寵物蔓延做好兩手準備

江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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