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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股份。消息指， 特朗普還正考慮將阿里
巴巴和騰訊也納入黑名單。這意味着盈富基
金將不能再緊貼恒指表現，難免導致基金表
現與指數實際升跌偏離，必然會影響投資回
報之餘，道富亦無法履行其原先被賦予的職
責。有基金界人士認為，盈富基金監管委員
會有權更換基金經理，選擇由非美國的基金
管理人和信託人，並認為現在就應該進行。
盈富基金是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金
融保衛戰」的副產品。面對國際炒家狙
擊，香港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入市，
大量購入優質藍籌股票，從而穩定金融市
場。盈富基金根本上是香港重要資產，其
表現與香港及港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市場
估計，道富每年從盈富基金的管理費便可
賺 得 逾 10 億 元 。 香 港 是 中 國 的 特 別 行 政
區，不是美國的特區，香港的利益不應受
美國不合理的法規、措施而受損。道富雖
然是美資企業，但掌管香港的重要資產，
在香港經營運作，並獲取豐厚利潤，怎能
不尊重、不遵照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
不顧及香港的利益？
美國國會山莊騷亂後，眾議院民主黨正
醞釀彈劾特朗普；美國各界亦呼籲副總統彭
斯引用憲法第 25 修正案罷免特朗普，修正
案罷免的理由之一，就是總統「不能履行其
職務的權力與責任」。特朗普政府粗暴干預
市場運作，顯然是濫用權、亂作為，禁止美
國投資者投資中資公司，亦引發美國金融界
的強烈不滿，有關禁令朝令夕改，淪為國際
笑話，道富不應審時度勢、作出明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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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國當局行政命令影響，盈富基金經
理人道富環球發出通知，表示不再對受「制
裁」的股份進行任何新投資。特朗普政府濫
用行政權力，粗暴干預市場，與尊重自由市
場的經濟規則背道而馳，嚴重損害國際和香
港投資者的利益。盈富基金的經理人管理香
港重要資產，怎麼可以不顧及香港投資者利
益、不理會中國法規，僅僅盲從特朗普政府
不合理的行政命令？盈富基金的監管委員
會、證監會乃至特區政府，對此不能袖手旁
觀，需責無旁貸維護香港及港人的正當權
益。
美國一向推崇自由市場，香港是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都視以行政手段干預市場運作
是「犯大忌」。特朗普以「與中國軍方關聯
為由」的武斷粗暴之詞，將中移動、中聯
通、中海油 3 隻股份納入「黑名單」，並簽
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強加罪名
打壓中國企業，擾亂美國及香港金融市場正
常運作，赤裸裸地違反「不干預」的自由市
場精神。
盈富基金是本港以至亞洲區最大的 ETF，
市值逾千億港元。盈富基金其所持有的股份
組合，能夠為投資者提供緊貼恒生指數走勢
的投資表現，其最大優勢是分散投資風險，
投資組合透明，交易成本低、回報穩定，成
為本港不少強積金基金、大型公共機構基金
的資產組合之一，不少市民更長期持有盈富
基金作為退休養老之選。
受特朗普政府命令影響，盈富基金的管
理人道富環球作為美資企業，不能再買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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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豈容外力干預
攬炒派 55 人因組織或參與旨在癱瘓政府
的「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美
英澳加外長日前發表聯合聲明，聲稱「關
注」事件云云，國務院港澳辦昨日對此表達
強烈譴責。國安法是維護香港國家安全、恢
復法治穩定的「定海神針」，拘捕涉嫌違反
國安法的人是依法行事，彰顯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更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力干預。美國
近日發生國會暴亂，執法部門迅速依法拘
捕、檢控暴徒，美國國會正醞釀向被指煽動
暴亂的總統特朗普問責，以維護國家安全；
兩相比較，所謂聯合聲明充分暴露西方典型
的雙重標準。
港澳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強烈譴責美
英澳加外長的所謂聯合聲明，肆意詆毀香港
國安法，粗暴干涉香港警方對戴耀廷等人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執法行動。發言人指
出，所謂聯合聲明是對我國內政和司法主權
的嚴重侵犯，暴露其支持反中亂港分子利用
選舉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險惡用心。過去半
年多的實踐很清楚，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
會迅速由亂向治，彰顯其維護國家安全、保
障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作
用。美英澳加政客所謂「破壞『一國兩制』
框架、限制港人的權利與自由」的指責，完
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香港國安法是中國的法律，在香港這片中
國領土實施，是任何法治社會的正當必然之
舉。早在「初選」提出、籌劃和進行期間，
特區政府已多次指出「初選」的違法性質，
強調會依法辦事；「初選」實施後，港澳

辦、中聯辦立即發聲明譴責。「初選」企圖
以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等重要議案為「武
器」，癱瘓、顛覆特區政府，攬炒派按照
「炒攬十步曲」付諸行動，明顯違反國安
法。警方根據國安法拘捕「初選」的組織
者、參與者，不容有人以不合法的所謂選舉
為手段，危害國家安全、逃避法律制裁。
美國日前發生的暴徒衝擊國會事件，美國
政壇、輿論馬上將之定性為暴亂，對違法者
立即展開大拘捕。總統特朗普更被指煽動衝
擊國會，危害民主制度和國家安全，或會面
臨被罷免、彈劾的命運。香港的「初選」是
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以顛覆特區政府
為目的，嚴重衝擊香港憲制秩序，危害國家
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但四國政客一面譴責
發生在美國的暴亂，另一面卻對戴耀廷等策
劃、參與的「初選」加上「追求民主公義」
的光環，這種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實在虛偽之
極，亦正正暴露西方反華勢力以戴耀廷之流
的攬炒派作為代理人，長期以來反中亂港、
禍港殃民。
維護國家安全在任何國家都是天經地義、
不容干涉的內政問題。美國與國家安全有關
的法律至少有 20 部；英國政府針對國民防
務與國家緊急狀態、反恐怖主義、國家安全
機構等方面都進行了立法。戴耀廷等人無視
香港國安法，組織、參與「初選」，企圖
「攬炒」香港和國家，特區政府果斷執法，
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各國應該尊重特區政府
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權力和責任，堅守不干涉
別國內政的國際關係準則。

張舉能：將檢討涉法官投訴機制
社會近年一再有質疑法庭判決的聲音。終審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張
舉能昨日出席 2021 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表示，司法機構必須
繼續保持獨立和公正無偏，法官要獨立斷案，客觀專業，不為個人
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觀點或信念所左右。他並指，司法獨立不代表
缺乏問責，認同在不可削弱司法獨立的大前提下，投訴處理機制仍
有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的空間，司法機構將會對現有機制進行檢
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倪思言

張舉能表示，法官與社會其他人一
樣，或許有自己的觀點和信念，

然而法官斷案必須客觀專業，不為個
人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觀點或信念所
左右。法官必須只按法律斷案，對待
法庭每個人，在言行上都必須一視同
仁。
他表示，公眾對法官公正無私寄予極
高期望，是合情合理，法官亦必須自我
克制，處理備受注目或帶政治色彩的案
件時，不論在庭上發言、撰寫判案書，
或在對待訴訟各方、其律師或證人時，
務必格外審慎，確保予人公正無私的觀
感。
張舉能並指，法官並非免於投訴及批
評，現時亦有機制處理有關法官的投
訴，有關機制亦充分說明基本法對司法
獨立，以及司法機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
干預的重視。
對於社會近年對法庭的質疑聲音變
大，張舉能表示認同在不可削弱司法獨
立的大前提下，投訴處理機制仍有提高
透明度和問責性的空間。因此，繼2016
年的檢討後，司法機構將對現有機制進
行檢討，以進一步提高機制的透明度和
問責性。

他說，司法獨立不代表缺乏問責，因
為司法系統本身具各項制度，以確保司
法機構和法官的工作向公眾負責，包括
除少數清楚界定的例外情況外，所有法
庭程序都必須公開進行、法庭須就判決
給予理由，而市民亦可於互聯網查閱有
關的判案書及上訴機制等。他認為，現
存的制度雖然能確保司法機構在組織和
運作上獨立，但在履行職能時應全面向
公眾負責。

無理指控損司法機構公信
張舉能還提到，可以理解不同人從
不同角度看待法庭判決的對錯，從而
得出不同的結論，如對部分人來說重
要的只是判決結果，卻不論法官判案
的理由為何。然而，他認為單單基於
個人政見或立場而不認同判決，並不
是質疑法官或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或公
正無私的好理由，「針對我們法官的
無理指控，只會危害公眾對司法機構
的信心。」
張舉能在典禮後會見傳媒，就坊間要
求司法改革，他表示歡迎公眾提出有建
設性的提議，但提出司法改革前，要先
了解改革的目標，同時要考慮司法機構

●2021 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昨於終審法院舉行。圖為終審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張舉
能會後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指港法院具經驗詮釋國安法
社會關注特區法庭有關香港國安法
案件的處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
能昨日表示，香港國安法已成為香港
法律的一部分，香港法院有權對香港
國安法作詮釋。他指，雖然內地制定
的法律未必與香港的法律完全一致，
但香港法院「身經百戰」，累積多年
詮釋條文的經驗，會以相同的方法及
原則對香港國安法作解釋。

秉行公義、不偏不倚的存在目的。
至於有聲音要求設立量刑委員會，
他認為上訴庭的判決對下級法院有約
束力，並會在判詞中提出如何處理同
類案件的方法及重點，藉着向上訴庭
上訴或覆核刑期，能更有效消除各下
級法院的判決差異，較量刑委員會權
威。

張舉能又指，國家憲法及基本法
提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
認為是香港法制其中一環，特區法
院要跟從。他並不認同國安法「朝
令夕改」，並指相關法例已經訂
立，條文亦已寫明，但承認國安法
是「新生事物」，法庭會慢慢累積
案例和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對於有人稱「香港法治已死」，他認
為有關言論是市民的情緒表達，而無論
市民對法治信心有何轉變，司法機構有
責任維護香港法治、司法獨立。他相信
香港有法治，並提到以四方面作出相關
考慮，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公
開及透明、司法獨立及法例保障人基本
權利。

特首勉續無懼無偏護法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在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的監誓下，於禮賓府宣
誓就職。林鄭月娥祝賀張舉能履新，
相信司法機構將繼續捍衛「一國兩
制」，她並承諾繼續支持司法機構，
堅定不移捍衛司法獨立。
張舉能昨日在林鄭月娥監誓下作出
司法誓言，鄭重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
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
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
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張舉能履新首天表示，對獲委任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為香港特區服
務，感到非常榮幸，他將繼續大公無
私地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期望能帶

領司法機構保持專業、高效和與時並
進。
林鄭月娥祝賀張舉能履新，「我有
信心在張舉能首席法官的領導下，司
法機構將繼續捍衞『一國兩制』，而
我們的法官亦將繼續無懼無偏地維護
法制，主持正義。」
她表示，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
而司法獨立是維護法治的關鍵。她會
繼續堅定不移地捍衛司法獨立，並指
行政主導和司法獨立並無矛盾。
林鄭月娥並表示，政府一直以來
全力支持司法機構，確保其有效運
作。在過去 10 年，政府接納全部司
法機構提出有關撥款和人力資源方
面的要求。她承諾政府定將繼續向 ●張舉能（左）昨日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下，宣誓就
職。
司法機構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

鄭若驊：圖施壓法官必徒勞無功

提高透明度問責性 指司法獨立不代表缺乏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出席 2021 年法律
年度開啟典禮，並指所有法官必須按
其司法誓言，以無懼無偏之精神維護
法制，主持正義，任何別有用心或欠
缺理據的不公平言論，意圖向秉行公
義的法官施加壓力或作出不當影響，
都只會徒勞無功。她強調，所有人和
機構都有責任積極捍衛司法機構及法
治免受毫無根據的惡意攻擊。
鄭若驊表示，香港的司法獨立主要是
建基於基本法訂明的穩固體制之上，即
法官享有任期和不受法律追究的保障、
不設旋轉門制度，及基本法第八十五條
明文保障司法獨立，法院不受任何干
涉。
她重申，所有法官必須按其司法誓
言，以無懼無偏之精神維護法制，主
持正義，審理案件時必須公正獨立，
並指出客觀理性地評論和討論法院判
決一向都屬於法律容許的範圍。然
而，社會上有部分言論卻非如此，她
認為任何別有用心或欠缺理據的不公
平言論，意圖向秉行公義的法官施加
壓力或作出不當影響，都只會徒勞無
功。

起底活動必須遏止

對於針對法官及其他執行司法工作人
員的起底活動有上升的趨勢，鄭若驊表
示必須遏止，並重申她已經向法庭尋求
並取得禁制令，禁制針對法官、司法人
員及其家人的起底行為。
她 並 引 述 自 己 在 2018 年 的 言 論 ，
「我們各人須共同承擔責任，尊重、
提倡和推動法治，作為本港社會的基
礎」，強調所有人和機構都有責任積
極捍衛司法機構及法治免受毫無根據
的惡意攻擊，而某些人或機構則不應
盲目發表不實言論。

政界冀設量刑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終
審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正式
上任，社會各界期望張官帶領司法機
構就近日存在的問題加以檢視及改
善，並歡迎張官表示會檢視投訴法官
的機制，但期望張官會再考慮成立
「量刑委員會」及「監察司法委員
會」，重建市民對本港司法體系的信
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歡迎
張官表示將會檢視投訴法官機制，並
建議張官參考其他西方國家處理投訴
法官操守行為的獨立機制，包括英國
司法行為調查辦公室，以增加其透明
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大眾
對張官與司法機構予以深切期望，冀
司法改革能盡快開展，撥亂反正。她

認同張官的言論，即法官在審理案件
時須格外審慎，確保予人公正無私的
觀感。同時，她與周浩鼎均希望張官
考慮成立「量刑委員會」及「監察司
法委員會」，重建市民對本港司法體
系的信心。
另據中通社報道，工聯會理事長
黃國希望新任首席法官能回應幾個
公眾關注的問題。其一是法官錯判
的問題，例如在修例風波中，部分
法官帶有強烈的政治偏見，使不少
嚴重案件不是脫罪就是從輕發落。
他希望通過司法改革，對這些犯下
原則性錯誤的法官設有追究責任。
其二，法庭處理案件的時間或排期
過長，使很多修例風波的案件至今
仍未能彰顯公義，也沒能及時起到
阻嚇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