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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成立特首顧問團，就香港策略性和高質量發展，為行政長官提
供意見。顧問團由行政長官李家超擔任主席並委任34名成員，顧問團首屆任期即時生
效，至2025年6月30日止。

李家超表示，顧問團將會按三大方向分組，即經濟高質量與持續發展、創新與創
業，以及區域與環球協作，以便達到更聚焦和深入的交流。他期待在未來幾年與顧問
團成員緊密合作。

特首顧問團成立 34精英為港獻策
聚焦高質量發展 按三大方向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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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位顧問匯聚不同領域精英，人才濟濟。商界
人士如九龍倉集團首席顧問吳光正、東亞銀行聯席
行政總裁李民斌、長江和記實業集團董事局主席
李澤鉅、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瑞銀集團主席
Colm Kelleher及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
杜嘉祺等。

囊括政商科創專才學者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前行政

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局非
執行主席馬時亨等亦在名單。這批精英都擔任過政
府重要職務，亦有商界等其他領域經驗，相信無論
對推進香港經濟發展還是拓展合作，多方面都會有
所助益。

科創一直是本屆政府關注重點，國際創科中心
更是香港要建設的八大中心之一，今次不少科創界
人士亦進入名單。如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阿里
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Lalamove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周勝馥、商湯科技董事長湯曉鷗和

Google中國前總裁李開復等。
名單中亦有著名學者，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chael Spence、科大校長葉玉如等。

李家超：期待未來緊密合作
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各成員加入顧問團。他

說： 「顧問團成員均是各自領域的翹楚和卓越領
袖，有些成員是國際間享負盛名的學者和專家。他
們絕對適合就香港長遠的策略性發展向我提供精闢
見解和睿智建議。顧問團將會按三大方向分組，即
經濟高質量與持續發展、創新與創業，以及區域與
環球協作，以便達到更聚焦和深入的交流。我期待
在未來幾年與顧問團成員緊密合作。」

顧問團成員李澤鉅昨日回應表示，獲委任為特
首顧問團成員是他的榮幸，會在任期內致力就香港
的策略性發展為行政長官提供意見。香港正值疫後
重新向世界出發的重要時刻，希望運用長江集團多
年來在全球超過50個國家的營商經驗，協助香港把
握未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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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行政
長官李家超17日繼續訪
京行程。清晨與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許正宇、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醫務衞生局
局長盧寵茂教授、特首
辦主任葉文娟等一行，
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
儀式。

李家超表示，這次
是他上任後首次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禮，
心情格外振奮；看着國旗在風中飄揚，莊嚴
而神聖，對國力日益強大感到自豪和驕傲。

下午，李家超先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
綱會面。易綱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會全力支
持香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政策和
措施方面提供有利因素和環境，亦繼續和特
區政府保持有效和積極的溝通和配合。

李家超感謝中國人民銀行的支持，他
說，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

可積極參與人民幣國際
化進程。他亦希望加強
內地與香港綠色金融合
作，善用香港的投融資
平台和專業服務，支持
國家邁向碳達峰、碳中
和的 「3060」 目標。

其後，李家超與中
證監主席易會滿會面。
易會滿表示，會繼續與
特區政府就擴展內地與
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加強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合作等議題作交
流。

李家超感謝中證監一直支持加深內地與
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特區政府和香港的
監管機構會繼續推動落實相關措施，包括
完善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增加香港和
海外投資者風險管理工具的選擇，以及探
索進一步優化債券通 「南向通」 ，以擴大香
港債券市場和發展離岸人民幣固定收益生態
圈。

▲李家超與多位特區官員清晨在天安門廣場
觀看升旗儀式。

既維護國家安全 又保障公民權利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就香港國安法

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作出解釋，明確
特區國安委的責任，同時處理在香港沒
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
案件的問題。特區政府根據人大釋法的
精神，建議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近日提交立法會討論。政府並非 「一刀
切」 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而
是逐案處理，同時加入甄別機制和覆核
機制，如此一來，既能消除國安風險，
也沒有削弱辯方選擇法律代表、接受公
平審訊的權利，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
公民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務實可行。

政府在今次修例中，加入 「申請前
甄別程序」 ，即海外律師申請以 「專案
認許」 方式參與國安法案件，須取得行
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外，海外律師亦需
要事先取得行政長官的 「准許進行申請
通知書」 。海外律師需要解釋及提供佐
證，參與的有關案件不會涉及國家安
全，亦不會不利於維護國家安全，經行
政長官同意後，才能正式啟動 「專案認
許」 申請程序。也就是說，新安排下，
行政長官需要作出兩次裁決。加入這個
事先甄別程序，旨在剔除那些沒有理

據、浪費法庭及各方資源的申請，確保
「專案認許」 制度不會遭到濫用。從香

港的司法實踐來看，濫用法律程序者不
乏先例，事先甄別完全有必要。

審訊過程變幻莫測，獲得行政長官
證明書的國安案件有機會發現新的、之
前未被考慮的國安因素。為此，政府建
議加入覆核機制，當法庭或律政司司長
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行政長官發出的證
明書時，就要向行政長官提出，而在覆
核期間，案件的法律程序要暫時擱置。
直至行政長官批出新的證明書，海外律
師方可繼續參與有關案件。

今次修訂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原先
認為不涉及國家安全的普通案件，主要
是民商事案件，萬一過程中突然出現或
演變成牽涉國家安全的情況，原來委聘
海外律師的安排就需要作出調整，也應
當向行政長官申請證明書。如此一來，
就有 「全面包底」 的效果，保證任何案
件審理都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全球大部分司法管轄區都沒有 「專
案認許」 制度，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
案件更是世界通行的標準。在本港，有
大量有資格處理國安案件的大律師，足

夠當事人挑選，因此香港也有一些意見
認為，國安案件應排除海外律師參與。
但特區政府的新修訂並沒有 「一刀切」
禁止，而是在保留 「專案認許」 制度的
同時，加入甄別機制和覆核機制，這符
合人大釋法的精神，也是對 「專案認
許」 制度對香港法律發展的貢獻表達了
尊重的態度。可見在 「一國兩制」 之
下，香港在處理一些棘手難題方面有更
多的選擇。

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公民權利並不
矛盾，而是可以並行不悖，特區政府修
訂《法律執業者條例》體現了原則性和
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另一方面，維護國
家安全人人有責，特區政府固然要負起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案件的控辯雙方
亦有把關責任，一旦發現案件涉及國家
安全的元素，就應該及時向法院提出，
由法院按既定機制處理。

需要指出的是，國家安全屬於中央
事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作
出解釋以及特區政府根據人大釋法修訂
《法律執業者條例》，不僅沒有破壞香
港司法獨立，反而更好地維護了香港法
治，法治基石更加穩固。

天安門看升旗 李家超感自豪
昨先後拜會人行行長及中證監主席

優化高才通

龍眠山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早到天安
門廣場觀看升旗禮，然後與在京
的香港大學生代表舉行座談會，
大家用普通話溝通，互動頻頻，
笑聲不斷。李家超鼓勵在京的港
生立志報效國家、服務香港，同
時透露將提前檢討 「高才通」 計
劃，將更多內地優秀大學納入
「高才通」 的名單。

去年十月李家超發表施政報
告，提出引進人才的 「高才通」
計劃，其中一項是引入全球百強
大學的畢業生。在內地，目前有
九所大學進入全球百強，包括清
華、北大、復旦、南京大學、浙
江大學等，這些學校的畢業生符
合 「高才通」 資格。

其實，上榜的內地大學固然
優秀，一些未能上榜的也是藏龍
卧虎，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戰
略，在扶持高等教育方面已有長
遠安排，將會有一批新的重點院
校、重點學科出現。香港需要以
發展的眼光看待內地高等教育，
在引才方面有的放矢。

香港設定 「全球大學百強」
的標準，固然有理據，但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手腳。特區政
府顯然發現了問題所在，李家超
表示，原本一年後重新檢討 「高
才通」 計劃，現時提前到年中進
行，將更多內地優秀高校納入其
中，這體現了特區政府的求才若
渴。

另一方面， 「高才通」 計劃
推出後反應踴躍，短短兩個月就
有逾萬人申請，約八千人獲批，
而當中大部分來自內地。特區政
府計劃在三年內招納十萬人才，
目標不小， 「高才通」 計劃需要
因應本港實際情況及競爭對手的
策略，不斷優化。

香港要成為創新高地，除了
吸引外地人才，培養及留住本地
人才其實更為重要。香港本地有
超過十所高校，同時香港有大批
學生負笈海外或北上內地求學，
本地精英和 「過江龍 」 交相輝
映，相得益彰，香港創
科事業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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