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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彥德大法官的殖民夢還未醒嗎？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英國人韋彥德近日大放厥詞，說「倘香港法治受損，
便會停止提名英國法官參加香港終審」，因為「感到英國法官對香港人負有責任」。英國
法官對香港人有什麼責任？韋彥德懂不懂司法主權？香港的法官是否亦可對英國人的事說
三道四、指手畫腳？

馮煒光
韋彥德的說法反映了英國人包括所謂「精英階
層」，還未從殖民迷夢中醒來，他們還以為香港
尚未回歸，以為香港仍然是 1997 年前的香港。
然而，英國人必須醒了，香港的主權從來屬於中
國，只是在 19 世紀時英國殖民者悍然奪走香
港，但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
英國殖民者一直都是非法霸佔香港。

「司法訛詐」
起不了作用
1980 年代，中英談判商定香港回歸安排時，
中國政府為了照顧普通法的傳承及令港人更易
適應，故特容許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設立海外非
常任法官的安排。英國有份簽署的《中英聯合
聲明》附件一第三大段是這樣寫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

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它普通法適
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但請韋彥德注意，這裡寫法是「根據需要邀
請」（英文原文是 as required invite judges），而且邀請的是「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
官 」 （from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由此可見，是否「邀請」是「根據需
要」，邀請的主動權在香港，而且也不一定要
請英國的法官，全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
法官」多的是。
中央出台落實香港國安法，如今又主導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合憲合法，建立健全法律和制
度機制，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英國根
本無權置喙。韋彥德的「司法訛詐」起不了作
用，只能徒顯英國殖民者的醜陋嘴臉，以及干

涉香港事務、中國內政的橫蠻霸道。
同樣是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前英國最
高法院法官岑耀信便理性開明多了。岑耀信在
《泰晤士報》撰文指出：「有人要求英國法官
辭任終院是政治杯葛行動，法官不宜加入。」
他表明自己會繼續為港人服務，並以港人利
益、而非英國政客的意願為依歸。
岑耀信更表示，要求英國法官辭任的人，未
能分清民主和法治，指香港在英國殖民治下從
來沒有民主，但法治一直存在。岑耀信表明，
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亦從無干預香港司法獨
立。香港國安法有保障人權自由的條文，保證
這些條文得以落實的最好方法，就是司法獨
立，英國至少可以做到的，就是避免損害香港
司法獨立。岑耀信的文章，正是對韋彥德破壞

馬煦 國際資深媒體評論員
正在東北亞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在美東時間 3 月 16 日晚發表聲明
稱，依據美國去年通過的「香港自治
法」，美國國務卿必須定期向美國國會
「更新那些為中國不履行中英聯合聲明
或香港基本法提供支持的外國人員的資
料」。此次更新列出了 24 名中國內地和
香港特區官員，其中含有14名中國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聲明威脅稱，在
該名單「更新」之後，任何故意與這些
人員進行相當金額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
都會受到制裁。

對香港問題心懷叵測
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的這份聲明還隱
含了今後拜登政府可能會根據美國對中國
的新誣陷和美方對華打壓的新需要，隨時
「更新」制裁名單，從這個意義上講，拜
登政府的對華出牌打壓更狡猾，也更具連
續性、欺騙性和危害性。但這些不過是華
盛頓當局一廂情願的手法，是欺騙不了中
國和國際正義輿論的，阻擋不了中國對香
港的依法治理的，無法撼動香港經濟社會

穩定發展的大局的。
自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以來，美國一直對香港心懷叵
測，圖謀不軌。近年來，由於「港獨」
勢力與境外勢力互相勾結，香港發生了
修例風波等一系列亂港事件，導致香港
法治和社會秩序遭到嚴重衝擊，「一國
兩制」受到嚴重挑戰。中央政府果斷採
取了一系列舉措，有效穩定了香港的法
治和經濟社會秩序，這是必須和必要
的，也因此是廣得人心的。

拜登政府要知道四件事
拜登政府在涉港問題上至少應該明白
四點：一是中國主權立場，中國政府在
涉及主權的問題上決不會有絲毫的妥協
讓步，美方應該丟掉幻想；二是香港是
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從聯合國憲章原則到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和通行規則，美國等西方國家無權干
涉；三是修改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目的是消除制度機制方面存在的隱患和
風險，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
健全的制度保障，在香港實行什麼樣的
選舉制度是中國的中央事權，全國人大
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憲法
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從憲制層面對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
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容置疑的權
力，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的
責任，美方任何公開和私下的抵制、阻
撓和反對都無法改變中國的做法；四是
美國在涉港問題上對中國一次次指責、
攻擊、威脅、施壓和制裁，都不會產生
任何什麼作用，美方不過是黔驢技窮，
繼續虛張聲勢，進行威脅恐嚇而已，但
這樣粗暴、卑劣和違反國際法的做法，
只能遭到輿論更多的譴責和恥笑。
美國還是收手吧，拜登政府應該體現
出與特朗普不同的、應有的對華理性、
理智，不要因頑固延續特朗普的極端主
義而自毀了名聲，造成中美關係的繼續
惡化。如果華盛頓執迷不悟，此次所謂
的制裁名單更新，只能是美國制裁無效
的更新！

新選委會任重道遠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日後欲成為選舉委員會候選人均需先接
受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
和確認，反中亂港必被踢出局，這意味
愛國愛港人士將會成為立法會的主導新
力量。
此外，選舉委員會內新增的第五界
別的選委，來自不同業界或不同社會
背景，其中更有不少有長期地區工
作經驗，因此具有一定廣泛民意基礎，
故此能夠反映民意，有助特區政府施
政。總括而言，立法會內的選委成員除
了能夠確保議會恢復秩序之外，還會為
議會注入新動力，有利提升立法會的議
政質素。
隨着人大常委會完成修改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特區政府必須
分秒必爭地進行相關的本地
立法工作。因為修例牽涉若
干主體和附屬條例，如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曾指出，「牽一髮動全身」，故此筆
者呼籲香港社會各界繼續提出建設性意
見，立法會議員盡力配合，讓相關的法
律修改工作盡快完成。筆者亦有信心，
擴大後的選舉委員會將會連同新設立的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做好把關工作，
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去蕪存菁，摒
除反中亂港分子，全面落實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出的必須堅持的「愛國者治港」
精神，讓「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建制派應推動施政解決深層次問題
李誌峰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會長 香港越秀各界聯合會會長
香港的政治體制包括選舉制度的決定
權在中央，全國人大在憲制上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合憲合法合理。「愛國者治
港」有利特區政府集中精力謀發展，突
破民生困局，建制派也可更多地參政議
政。中央在思想和能力層面對「治港
者」提出了服務香港、國家和人民的更
高要求。
新形勢下，建制派要全力配合和推動
特區政府施政，發揮好監察和輔佐功
能，令施政更能有效地解決香港深層次
問題。立法會、區議會議員及社會團體
應齊心盡責為民做實事，熟悉公共政
策，充分掌握民意，按優先次序解決民
生弊病，實現民心所向。建制派政黨及
社團應就疫情防控、振興經濟、就業紓
困等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體現
有心有力建設香港和服務市民。
近年香港社會撕裂加劇，2014 年違法

「佔中」和 2019 年的修例風波，本地年
輕人（包括青少年）均充當馬前卒和主
力軍，暴露出回歸後香港教育弊病叢
生，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模糊，
正本清源勢在必行。解決青年問題必須
從改革教育開始。當務之急是普及國民
愛國教育，加強對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
法教育，使之全方位、客觀地了解中國
的歷史、發展及國情，形成正確的國家
觀，增強對祖國的認同與歸屬感。
青年問題不僅關乎青年本身，還涉及
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等方方面面，
解決之道在於政府和各界共同努力，提
供正面的教育環境和發展氛圍予青少
年。除了做好國情教育，港府還應着手
調整產業結構，抓住互聯網、大健康、
時尚文創產業蓬勃發展的機遇，針對青
年人的特質做出適當的產業引導和培
訓。另一方面，年輕人也應開放思維和

穩紮穩打，全力以赴爭取機
會向上流動，實現自我增值
與社會價值。
作為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香港
在「一國兩制」優勢下應深入參與大灣
區建設，不但能打開發展新局面，亦是
疫情下香港重振經濟與民生的重要機
遇，可為港青的事業發展提供更多路
向。港人精通兩文三語，擁有國際視野
和開創精神，在內地工作生活可開闊眼
界和建立人脈，亦令其對國家及同胞有
切身的認識。無論日後返港還是在內地工
作，大灣區經驗都是寶貴的人生歷練。如
何鼓勵港青在大灣區就業創業、發揮所長
十分重要。社團可透過其資源網絡與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政府及企業接洽，將各地重
點產業和本港人才進行配對，鼓勵內地企
業為港青提供更多實習與就業崗位，讓年
輕人在更大的市場中發揮才華。

回說韋彥德的厥詞，特區政府應義正辭嚴地
反駁，並開始「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
官」，以免英國那些滿腦殖民思想的法官們有
個錯覺：「沒了我們，香港的司法制度將崩
潰！」香港已回歸祖國24 年，一切運作順暢。
香港良好法治的國際聲譽，不是寄託在有多少
英國法官身上，而是港人在祖國的支持下努力
打拚出來的。
二戰後，英國國力江河日下，今非昔比，英
國那些殖民思想濃厚的法官們，還以為自己活
在「日不落帝國」裡審案、活在夢中，法庭是
不相信夢囈的！

日前，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及中央
有關官員，就人大「311 決定」在港廣泛聽取各
界意見。中央一直高度重視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
見的工作，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非常必
要、非常重要、非常及時。張曉明表示「有聞必
錄」、「有聞必報」，如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
告，供人大常委會下一步修改有關法律時參考。香港是一個福
地，只要大家能夠凝聚正能量，必定可創造更多機遇，成就未
來。
2019 年，香港經歷了修例風波，對社會造成重創。2020 年，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對香港
社會、經濟、民生的發展，無疑雪上加霜，香港發展正面臨巨大
挑戰。
值得欣喜的是，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
安法，猶如定海神針，促香港由亂及治，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
定。2021 年 3 月 11 日，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
定，從制度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作為香港的管治者，愛國愛港是最基本條件。除此之外，更期
待有才華、有情懷、勇擔當的人士管治香港，讓社會各界各司其
職，充分配合，商人重振經濟，學生專注學習，人人有飯吃，日
日有工開，香港市民享有福氣、安居樂業。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四五」中涉及香港內
容有 500 多字，為香港未來發展帶來無限機遇，香港社會各界是
時候抓住國家給予香港的發展契機，以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
需，幫助香港經濟重回正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以仁德服務社會，齊心建設香港為己
任，每個人多盡一份心，多出一份力，讓這座我們共同深愛的
城市，再次綻放光芒。

洪錦鉉 民建聯副秘書長 城市智庫召集人

為港人安居變革香港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務院
港澳辦、中聯辦等中央有關部門官員
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港舉行的三天
座談會和訪談活動，已圓滿結束。總
結是次三天活動時，國務院港澳辦常
務副主任張曉明表示達到了「有聞必
錄」、「聞異則喜」和「有聞必報」的
效果，並會將在港所聽取到的意見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報告。
按張曉明副主任解讀，由1,200人擴大
至1,5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產生較大
比例的立法會議員，而擴大後的選舉委
員會會增加第五個界別，即由香港全國
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以及有
關全國性團體的香港成員代表組成，而

活在
「日不落帝國」
夢中

董吳玲玲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是福地 上下同心再現光芒

美國
「更新」
制裁名單徒勞無功

香港司法獨立的最有力回擊。

討論香港住房難的問題，坊間亦提出了不少拓地
建屋的建議，可惜都好像泥牛入海。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到私人住宅的價格高處未算高，輪候公共房
屋的時間一年比一年長，港人由望樓輕嘆到望樓絕
望。
2021 年 3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在接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表示，「香港住房問題有
香港的歷史、有香港發展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是很大的，
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沒有、也形不成共
識，也沒有辦法，一有辦法就在立法會『拉布』，最後損害的是
全港老百姓的利益。」這番講話道出香港人的心聲。
的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已成香港人心中的一根刺，牽動
着香港人的神經，插得越久、傷害越深。中央領導十分清晰香港
人的民生訴求。我們都期望立法會沒有了拉布後，接下來特區政
府、立法會與各界同心協力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應對之策唯有「快」！
開拓土地、興建房屋的速度都要快，而且「快」不是口頭說，
而是落實到行動，才能見明顯成效。
現在申請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7 年。按長策進度報告，下
一個十年期總房屋供應目標定於43萬個單位，公營房屋供應目標
為301,000 個單位，私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129,000 個單位。運輸
及房屋局公布未來五年公營房屋建屋計劃量共有 10.14 萬個單
位，雖然落成量較之前五年期都多，但是距離長策十年目標的一
半（301,000/2=150,500）仍欠缺逾4.9萬個單位。
很多人有疑問，為什麼政府建屋速度比私人發展商慢？九龍安
達臣道一塊地皮，由私人發展商在 2018 年 1 月投得，2021 年 2
月預售樓花，樓花期約29個月。然而，同區的其他公營房屋發展
需要多長時間呢？屯門兆康第54區的房屋發展也是如此，公私營
發展項目由平整土地起計需要約 7 年，私營的地盤獲批建築圖則
後，不足 3 年已見大廈成形。是政府的行政效率問題？還是公營
與私營有不同成本考量？
未來新界多個新發展區是房屋供應主要來源，歷時逾20年的新
界東北計劃，2019 年才步入收地階段，首批私樓預計 2023 年入
伙，但公營房屋最快要等到2026年落成。洪水橋發展拖拖拉拉近
18 年，現在才進行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首批居民入伙最快要
2024年，屆時洪水橋西鐵站仍未知是否可同步開通。
這些大型房屋計劃不能再耽誤，一切都要「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