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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潛逃海外的許智峯，曾就西灣河開槍警員等兩宗
案件提出私人檢控，律政司介入並撤銷檢控，許離港
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律政司的決
定。李運騰法官日前頒布判詞，斥責許智峯有計劃地
違反保釋條件而潛逃海外，有違公眾良知，完全沒有
重視法庭與司法的權威及莊嚴，而且許亦自認在兩案
沒有任何私人利益，故拒絕其司法覆核申請許可，下令許應以彌償基
準支付對方訟費。

許智峯在社交媒體回應，指結果「非常符合國情」，又批評法院
「對爭取公義的市民嚴苛，對打壓自由的暴政寬容，對政權的歪理照
單全收」，「幾乎已淪為『共產黨的法庭』」。

李官是捍衛司法正義，許智峯這善於投機又怕坐牢的逃犯，惡言詆
毀本港法庭，滿口歪理，沒有任何說服力。他若相信自己是正義的，
為何要和丹麥政客編造一個假的國際會議邀請，向法庭取回護照，以
便堂而皇之登機離港？

許智峯去年12 月初剛到英國時，還對港媒堅持說自己是去開國際
會議，之後會回來香港的。最後，當他確保家人順利離港後，他才承
認是「逃亡」，而丹麥政客也承認所謂國際氣候會議是子虛烏有。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誠信，連誠信都沒有，也就沒有了在政壇的立
足之處。許智峯曾貴為立法會議員，擁有公權力，但為了逃避罪責，
連法庭也敢欺騙，這是對法治的踐踏。如今，許智峯有何顏面批評本
港法官？攬炒派經常自詡「尊重法治誠信」，實際上卻毫無法治誠信
可言，為了政治利益隨時天天欺騙公眾，許智峯的所作所為，正是攬
炒派的寫照。

許智峯本來作為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每年拿着逾400萬港元的年薪
加津貼，但他有正道不行，偏要衝擊香港法治和管治，甚至離譜到在
立法會會議廳扔臭彈，簡直連小學生都不如。

港人喜歡旅遊，或許疫情結束、恢復對外交往的時候，有一天可能
會在澳洲遇見一位懂說廣東話的乞丐，細看之下，原來是當年尊貴的
「許議員」。一個沒有誠信、不講法治的人，除了行乞，還如何在異
鄉混下去？

提升施政效率 不做跑輸驕兔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其實，新界北對岸的深圳，早已經成為一個科
技重鎮，但河岸的這邊，卻仍然是荒鄉野地。過
去是因為香港受港英管治，劃下大片禁區作為分
隔，但回歸後釋放出2,435公頃禁區土地，明明有
這一大片土地，為何可以荒廢多年？

龜速工作進度阻港大展鴻圖
要把落馬洲河套區發展為創新科技園區，由2000

年前後已經開始倡議，到2017年特區才與深圳政
府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但還要等到2024-27年，
園區第一期的大樓才得以陸續落成。

再講北環線，早在《鐵路發展策略2000》

提出，蹉跎廿載，至今天仍未動工，按政府計
劃到2023年才開始興建古洞站，2025年才建造
連接錦上路站的北環線主線，2034年才竣工，
由構思至完成，前後超過30年時間。

按 2016 年政府公布全港發展策略《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策略》），以上三個項目是《策略》建議
中，發展邊境地區「北部經濟帶」的重要部
分。「北部經濟帶」是最直接與內地接壤的土
地發展規劃，這樣實際地與內地經濟、創科融
合的規劃，也要蹉跎經年，如說到與大灣區互
動發展、互相配合的融合，真的不知要等到何

年何月！

提升施政效率考驗政府魄力
香港在土地規劃上，發展了一套完善的公眾

諮詢和施工的程序，不過，不論是公眾諮詢，
還是施工程序，均不應成為發展的障礙。特區
政府也不應該只擔當「走程序」的角色，因為
政府既掌管了公共財政，也掌握了行政權力，
有責任做得更好，不能把「走程序」作為推搪
塞責、工作進度緩慢的藉口。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施政效率大降，不單止
顯示在土地規劃的「發展遲緩」之上，其實各

項公共政策同樣出現類近的問題，例如廢物回
收再造的政策、推動環保電動車的政策、推動
智慧城市、文化發展等等，全都落後於鄰近經
濟發展水平相若的城市或國家。

過去，有攬炒派不斷攪局令施政舉步維艱，
但香港國安法實施和選舉制度得以完善後，施
政阻力大減，特區政府施政是否具魄力、是否
有良好的執行力，已到見真章的時刻。還望特
區政府加倍努力，認真檢視施政的缺陷，在既
重視民意、又合乎適度程序的情況下，提升施
政效率，令香港不再演龜兔賽跑故事中驕傲
兔子的角色。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進校園、開座談會、
寫回信，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
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青年
工作蓬勃發展，廣大青年獲得更加廣闊
的人生舞台，積極追逐青春理想，在奮
進中不斷彰顯青春風采。

「愛國者治港」近月成為香港社會
的熱門話題，各界青年和青年團體紛
紛通過報刊、網站、社交平台、主題
座談會等平台發聲，表示堅決支持中
央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是香港青年的使
命所在。

國家改革開放為青年建設了一個廣
闊的舞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是要將香港「內地化」、「邊緣

化」，而是讓香港繼續發揮「一國兩
制」獨特優勢，參與大灣區建設，為
本港青年提供一條就業和事業發展的
新跑道。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開放程
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無論在人口、經濟規模和資源方面，
均具雄厚實力，是一個獨特多元的經
濟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東西
方文化交匯的城市，乃是內地「引進
來」和「走出去」的理想平台。在國
家深化改革開放的當下，香港「超級
聯繫人」作用仍不可替代。香港青年
要參與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才
有施展抱負的廣闊空間。

自修例風波以來，「港獨」分子給
香港社會帶來破壞、動盪，他們破壞

的是香港人共同的家園，
更是香港青年美好的未
來。誰一心害香港、誰真心為香港，
香港社會各界已經看得很清楚。只有
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才能走出
政治紛爭，把各方力量匯聚到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真正為香港帶來繁榮
穩定，促進香港與祖國的共同發展。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在香港
回歸祖國前後出生、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已成為香
港青年的主體，即將負擔起建設香港
的重任。香港青年要正確認識「一國
兩制」方針，胸懷祖國、了解國情，
認同國家歷史和文化，才能找準定
位、發揮優勢，拓展自身事業發展空
間，續寫香江傳奇。

開闢青年發展新跑道
雲海清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本港防疫措施欠缺完
善，存在潛在漏洞，包括

居民坐「疫監」身心壓力巨大，「黑
醫護」製造恐慌阻撓民眾接種疫苗，
當局延遲對疫情嚴峻地區實施禁飛
令，檢測採樣草率，外傭「私竇」成
為無人監管的疫情防控盲區等，這些
不足和漏洞必須完善和堵塞，盡快使
香港走出疫境。

新變種病毒殺入香港社區，連日來
有多幢「疫廈」要撤離所有居民到檢
疫中心隔離21天，檢疫設施迅速逼近
飽和程度。特區政府日前修改檢疫政
策，使確診者的居住大廈居民在病毒
檢測呈陰性後，毋需進入檢疫中心隔
離21天。此前市民惟恐突然要坐3個
星期「疫監」，打工仔生怕飯碗不
保，子女擔憂父母沒人照顧，生活天
翻地覆，衍生諸多問題。特區政府的
最新政策較人性化，而市民自我監察
期間必須自律配合，並相信大部分市
民均願意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現時提升疫苗接種率是特區政府最
迫切的任務，抓緊疫苗接種，提高自
身防護力，是最有效的抗疫方法，也
是短期內帶動人員流動、刺激經濟的

有效之舉。但香港的疫苗接種率至今
才一成多一點，相比世界上很多地
方，香港並不缺少疫苗，香港接種不
盡如人意，對此「黑醫護」難辭其
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月2日在醫管
局研討大會上提及，對有部分醫護人
員選擇把抗疫工作政治化，散播不準
確信息感到失望，又稱有一小撮人抹
黑內地疫苗，打擊抗疫工作的努力。
特區政府應提升抗疫透明度，對抗
「黑醫護」散布的假資訊，並嚴懲散
布假資訊的「黑醫護」。

首宗把外地變種病毒帶入本港社區的
印度裔男子，確診至今已有數周，專家
指變種病毒可能已在社區出現多代傳播，
該名印度裔男子與其同樣確診的菲傭女
友涉嫌瞞報自身行程，於5月8日已被捕
今天提堂。當局必須引用防疫條例，向
瞞報者提出檢控，防止有人仿效。

當南亞地區有確診輸入個案抵港
後，當局才開啟「熔斷機制」，措施
實施太遲，若能提早禁飛，有關個案
便不會流入香港。針對當局熔斷機
制，專家認為除了收緊觸發熔斷的條
件，更可令熔斷機制具追溯期。因現
時只有在熔斷生效時的抵港人士才會

跟隨最新的檢測隔離要求，然而在觸
發熔斷前幾日到港的高風險地區人
士，同樣也可能已被感染，因此當局
可考慮根據具體的地區的情況，對在
熔斷前已入境的當地人士，增加檢測
次數又或隔離天數等。

無牌「日租」給外傭留宿的「私
竇」，成為無人監管的疫情防控盲
區，顯示本港堵截社區病毒傳播存在
重大漏洞。外傭「私竇」播疫且涉嫌
違法，政府必須加強巡查，對違法經
營者嚴厲執法，對違反限聚者嚴厲處
罰，不容外傭「私竇」等防疫黑點葬
送本港抗疫成果。

本港檢測採樣草率亦是防疫漏洞之
一，最近有一名染疫的28歲家庭主
婦，兩度接受檢測，分別檢出為陰性
及不確定，兩度錯失截斷傳播鏈的機
會。部分採樣員的拭子只探入鼻內一
兩厘米位置，未達深處，因此未必採
集到足夠細胞作檢測，導致檢測結果
出錯，導致個案走漏。因此，檢測承
辦商的採樣工序需改善。

特區政府應不斷堵塞防疫漏洞，讓
香港盡快走出疫境，民生和經濟盡快
回復正常。

堵塞漏洞 完善防疫措施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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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政府將向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新

界北的發展計劃，按政府文件顯示，政府將向立法會申

請大約10億元做發展的研究工作。10億元分為兩個階

段用，第一個階段用8億聘請顧問，在新田／落馬洲，

以及皇崗口岸搬遷後釋放的20公頃土地，進行勘查研究

和詳細設計。第二個階段用2億，聘請顧問對新界北餘

下階段發展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進行這些研究將要用

7年的時間。7年花10億，莫說所謂的「三通一平」

（通水、通電和通路及土地平整的基礎建設），連草也

種不出一條！香港這種龜速的工作進度，如何跟得上這

瞬間萬變的世代？特區政府施政應展現魄力與良好執行

力，切實提升施政效率，不負市民期望。

童裝店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近日於荃灣開設所謂「藝術生活百
貨」。裝潢包括「光時」招牌和巨型「黑暴雕像」，店內售賣「光
時」公仔及煽暴產品，明目張膽宣揚「港獨」。

警方表示接獲舉報，指有商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警務處國家安
全處人員5月6日持法庭搜查令進入周小龍之店舖進行調查。

周小龍表示「警員當時手持搜查令，在無解釋理由下搜查店舖，過
程中並無檢走店內任何物品」。周小龍在內地和香港從商多年，應知
法律。他故意在其店的招牌上噴上若隱若現的「光時」標語，在店內
出售煽暴產品，明知故犯，挑戰香港國安法。他心知如此張揚下去為
黑暴張目，勢必引來市民舉報，但仍執意營運，是有意藉此在所謂的
「黃色經濟圈」擴大生意。

所謂「黃色經濟圈」是自我催眠的幻想曲，「黃色經濟圈」獨沽一
味，只有少數的衣食店舖，並非真正的經濟循環。想出「黃色經濟
圈」的人必然是對經濟一竅不通。如果不是對經濟一竅不通，就是想
渾水摸魚，以「黃色」政治形態招徠生意，實際上參與的店舖可能對
政治一知半解。所言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類中小店舖
的生意人側重的是蠅頭小利。君子本應考慮的、明白的、關注的，是
大義，並非這種苟合群體的生意金額。

周小龍稱未有研究外牆「光時」塗鴉之創作者所表達深層意義，他
續稱「現時好像沒有法律說不可以」。會考慮思考一下，「有需要就
再改良塗鴉。」完全顯露其自相矛盾的面目。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去年
7月2日已經作出聲明，指「光時」口號是有「港獨」、或將香港特
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
權的含意。周小龍明知故犯，踩法律鋼線，開業兩日隨即被舉報又何
怨。

周小龍曾經參選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換屆選舉。他自
曝與反對派選舉操盤手、違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是中學同學，是
戴邀請他參加初選協調。如今中央定調「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特
區選舉制度在本地立法如火如荼，周小龍的結果必然是碰釘。

周小龍處處以煽暴為自己宣傳，不時通過「黃媒」訪問來表現自
己。內地民眾抵制他的產品，香港大眾對他的店舖避之若浼，而且涉
嫌觸犯法律。被人質疑「扮黃」的周小龍參選經商兩條路碰壁、弄巧
成拙、枉費心機，現在他唯有對「黃媒黃絲」自彈自唱一段段「港
獨」中老年的悲歌。店舖被搜後的周小龍依然囂張，既然他有本錢
「扮黃」，不是以守法為其經商原則，那就看看此人能夠橫行到幾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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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
港
獨
」終
食
苦
果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印度近日面對非常
嚴重的疫情，美國首

席傳染病專家福奇建議，印度要向中
國學習，實行封鎖疫區，甚至整個國
家，並快速建立臨時醫院，調動全國
資源緩和疫情。全世界有哪一個國
家、地區能像中國那樣，在短短數天
之內，為千萬人口的城市進行全民檢
測？自稱「制度比中國好」的美國與
印度也辦不到。

在實施香港國安法與完善選舉制度
之前，香港特區政府施政面對來自四
方八面的政治壓力，做任何事都有許
多人為反對而反對，導致了特區政府
上至問責官員，下至一般公務員，少

做少錯，盡量討好最多的人。但是，
不論如何討好，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
依然很強。面對世紀疫情，香港也難
以學習內地那樣果斷處理，防疫出現
不少漏洞。

香港民間有不少聲音呼籲特區政府
全面學習內地的控疫方法，包括全民
檢測、封區、追蹤。事實證明，內地
的防疫方法是有效的，能馬上找出所
有潛在、隱藏的病源，截斷傳播鏈。

但是，香港特區政府遲遲無法下決
心行動，近期即使偶爾封鎖一幢大樓
進行全樓檢測，也馬上引起多家傳媒
批評為「勞民傷財」，說什麼花了這
麼多錢檢測，只找出少量帶病毒者，

不符合成本效益。這些
說法都是胡說八道。只
要有一名帶毒者沒有被找出來，很快
就會在社區裏一傳十，十傳百而成為
一個巨大的群體感染，只有封區強
檢，才能阻止社區傳播，保障市民安
全。面對種種無理指責，特區政府應
清楚解釋，反擊似是而非的謬論。

中央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旨在協助特區減少這類為反對而反對的
聲音。特區政府應抓住政治大氣候轉變
的契機，對胡說八道的言論作有力反擊，
不要被所謂「專制」、違反「人權」的
罪名所嚇倒，擇善固執，有利市民和香
港的政策就堅決做。

港府應不懼無理指責果斷抗疫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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