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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奧為疫情下的香港送來甘露，為香港人帶來正能
量及歡樂。這幾天不少香港市民都不約而同地到大型
商場，歡聚觀看這一世界體壇盛事，筆者當然也不例
外，而且每逢國家或香港運動員出場比賽的時候，全
場觀眾都會很自然地站起來吶喊支持。

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當「新劍神」張家朗
站在頒獎台領取金牌時，中國香港區旗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中徐
徐上升，這是歷史的一刻。張家朗的成就為香港運動員及年輕人樹立
很好榜樣。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可以證明到香港人仍然係得，不
要想着只是一個小城市，只要盡力、努力都一定可以做到，不要放
棄。」

今屆奧運會是香港代表隊成績最好的一屆，創下歷史性突破。港隊合
共獲得1金、2銀、3銅，「女飛魚」何詩蓓及「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分
別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在同一屆奧運獲得兩面獎牌及在兩屆奧運會獲獎牌
的香港運動員。還有為香港獲得第一面空手道銅牌的劉慕裳，以及第一
次獲女子乒乓團體銅牌的3位「奇兵搭檔」杜凱琹、李皓晴和蘇慧音，
成績同樣令港人引以為榮。據悉「奇兵搭檔」為了迎戰東奧，近年經常
與國家乒團集訓，在國家隊的協助之下，她們的水平大大提升。

國家和香港運動員在東奧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把體育精神和素養完
美展現。在比賽中，得到獎牌的運動員當然雀躍，但與獎牌擦身而過
的運動員亦沒有氣餒，如中國「飛人」蘇炳添永不言休，以32歲「高
齡」打入百米決賽，獲得第6名，並跑出9.83秒成績刷新亞洲紀錄，
也是歷史性的第一位進入奧運百米決賽的中國人。賽後他表示，盼望
自己的故事可以激勵下一代發奮。香港女單車選手李慧詩已是第3次
參加奧運，在2012年倫奧第一次獲得銅牌，但於2016年里奧因受傷
而被迫退出，與獎牌無緣。今屆東奧李慧詩全力以赴，獲得了她人生
的第二面奧運銅牌。不少運動員更表示不忘初衷，積極備戰3年後的
巴黎奧運會。

運動健兒的鬥志、毅力的精神非筆墨所能形容，是年輕人學習的榜
樣。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對體育發展更加重視，投入更多資源，為香港
培養更多體育精英。香港運動員，加油！

選委會擔負憲制職能 選出有能力愛國者
選委會選舉是完善選制後首場選舉，選出有能力

的愛國者，為接下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奠定

重要選民基礎，對於香港在「一國兩制」正軌上聚

焦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夏寶龍副主席對管治能力強

的堅定愛國者列出5項標準，凸顯新選制對治港者

有更高要求。參選者需努力提升能力水平爭取支

持，選委會選民和社會各界亦要以嚴肅認真的態

度，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資格審查委員會需嚴

格把關，堅決拒絕各種「偽愛國者」以不同形式在

選委會選舉中「入閘」。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選舉委員會選舉上周五起接受提名，標誌着
完善選舉制度正式開始落實。不少相關界別有
志從政的愛國者率先報名，踴躍參與，為投入
選委會的選舉工程揭開序幕。

氣氛熱烈凸顯各界重視
根據新選舉制度，由1,500人組成的選委會負

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及選出行政長官、
選出其中40名立法會議員，以及提名立法會選
舉候選人等事宜，擔負重要憲制職能。而且，
新選制下的選委會改劃為五大界別，具有廣泛
代表性，兼顧各界別、各階層的利益，充分體
現均衡參與，更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發
展優質民主。9月舉行的選委會選舉是完善選制
後首場選舉，順利完成是次選舉，選好有能力
的愛國治港者，可為接下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
官選舉奠定重要選民基礎，對於香港在「一國
兩制」正軌上聚焦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提名

期開始以來，短短數日參選氣氛相當熱烈，

當中不乏不同政黨成員、專業人士、精英翹楚
的新舊面孔，體現社會各界對是次選舉的重
視。

中央完善選舉制度，根本目的是要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並從能力水平、公眾認受度
等方面作出系列制度安排，確保選出中央放
心、市民認可、德才兼備的管治者。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月關於全
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的講話，對管治能力強
的堅定愛國者列出了5項標準，包括：善於在治
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
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
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善
於履職盡責，要求治港者「不僅要想幹事，還
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凸顯愛國的治
港者在新選制下有更高的要求。

資審會要嚴格把關
新的選舉制度是「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制度

化，引入選舉競爭，有意參與管治的人，需要
努力提升能力水平。報名參與選委會選舉的
人，需努力符合夏副主席提出的5項標準，致
力於推動「一國兩制」實踐，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促進兩地互利共贏，積極爭取各界及選
委會選民的支持。選委會選民和社會各界亦要
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以5項標準嚴格衡量、考
核和選擇，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確保選委
會委員在接下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中發
揮重要作用，實現香港市民所期待的良政善
治。

發展香港民主制度決不能背離「愛國者治
港」這一根本原則。夏副主席在講話中還特別
強調，進入特區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
港者，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
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
者，這是一條鐵的底線。夏副主席的講話，凸
顯了排除反中亂港分子參選空間的重要性。把
好資格審查關，是確保選好有能力的愛國者的

前提條件。相信特區政府與資格審查委員會緊
密合作，嚴格把關，堅決拒絕各種「偽愛國
者」以不同形式在選委會選舉中「入閘」，不
容假效忠者以僥幸心態魚目混珠。

鼓勵不同界別愛國者依法參選
確保香港新選舉制度的落實，是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為形成推動選委會
選舉更大合力，特區政府應加強向社會各界
開展選委會選舉的宣傳和解說工作，務求加
深市民了解選委會選舉對香港「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的重要性，爭取各界支持和配合，
妥善落實與選舉有關的各項安排。同時，新
選舉制度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但並不意
味搞「清一色」，特區政府應鼓勵包括「泛
民」在內的有志從政的愛國者依法參選、依法
當選，為香港各項經濟民生發展事務在管治架
構中建言獻策，共同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新
發展。

近日，香港終審法院加拿大籍非常任法官麥嘉琳(Bever-
ley McLachlin) 接受延任3年，其此舉卻備受加拿大部分法
律界人士的無理抨擊。麥嘉琳法官是首位出任加拿大首席法
官的女性，其法學之精深，聲譽之顯赫，絕對無庸置疑，她
對於香港是否仍然擁有司法獨立的看法及評價，當然有確切
深入了解，絕不會基於任何原因而存在偏差。無奈地，在接
受延任後，麥嘉琳卻被加拿大一些政治先行的所謂法律專家
猛烈批評，她的正確決定更被貶低為「將自己的聲譽往一個
日益受到摧毀的司法體制貼金」！

面對西方法律界的無理謾罵，麥嘉琳堅定不移反駁，並將
真正的事實告訴西方社會：香港的司法依舊保持全面及真正
獨立，由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作出保證，指派法官的工作全由張舉能獨自負責，再加上張
舉能保證香港仍然保持司法獨立，麥嘉琳才最終作出是次
「有原則的決定」。因此，她堅信自己接受延任之決定絕對
正確。

對於外籍法官正被一個加強打壓政治異見的政體利用為花
瓶之說法，麥嘉琳也予以當頭棒喝。她強烈地表示並不認同
有關說法，直指不同意外籍法官在為任何事物粉飾太平；她

是一個法官，而非政府的一分子。她相信，為了確保尋求公
義的香港市民利益，應該維持這現狀。

加拿大所謂法律專家對麥嘉琳的無理抨擊，打壓維護香港
司法獨立的法官，赤裸裸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抹
黑香港的司法制度已成為西方遏止中國崛起的工具之一。

所有香港人永遠記得，在外部勢力背後策劃、煽動的港版
「顏色革命」修例風波期間，「黃絲」「港獨」分子無惡不
作，隨處縱火、堵路、投擲汽油彈、對異見人士行使私刑及
「起底」，普羅市民每天都面對生命、財產的威脅。中央果
斷出手，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為香港止暴制亂，港人才對
未來重新燃點希望。

香港國安法之所以容許不設立陪審團，純粹為避免陪審團
受到干擾，而令審訊出現不公平的情況；負責審理首宗香港
國安法案件的指定法官，較早前曾接獲恐嚇電話，已證明
「黃絲」「港獨」分子視法律如無物，千方百計踐踏法治，
也證明國安法審理不設立陪審團是明智的決定；三位國安法
指定法官在首宗國安法案件的判決，完全不偏不倚、有理有
據。西方對香港司法制度、司法獨立指指點點，卻拿不出半
點依據，更證明有關指控別有用心。

香港司法獨立 無懼西方抹黑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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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輝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美關係自上一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開始全面強硬政策之後一直處於緊張
局勢，新任總統拜登只是沿用美國對

華的「三道板斧」，外交上聯繫盟友圍堵中國、軍事
上在南海和台灣海峽挑釁、經濟貿易戰再加上「新冠
病毒溯源追查」糾纏中國。實際情況下或許短期內有
些微的效果，比如近日世衞組織對中國再次提出所謂的第二階段溯源
工作計劃，背後當然是美國退群後再入群所涉及超過4億會費的經濟
利益。而軍事上的挑釁，繼英國派出航母來南海「自由航行」之後，
德國也派出軍艦前往南海，這也是近20年來首次「出訪」印太地
區。外交和貿易上，美國高層官員更是頻頻訪問亞洲各國，尤其是圍
繞在中國周邊的印度、泰國、柬埔寨、日本、新加坡等國，美國出訪
這些國家的政治意圖都很明顯，其中一些國家在美國外交訪問後馬上
作出表態，比如印度宣布派出四艘軍艦到南海、西太平洋海域與美日
澳進行四國軍事演習，試圖對中國形成圍堵之勢。

實際上，上述這些操作在國際場上只不過是擺擺姿態，表面上迎合
美國而已。比如這次英國航母來南海，原本美國慫恿英國艦隊進入中
國南海島礁12海里內水域，但實際上英國航母編隊只是穿過呂宋海
峽進入菲律賓海而已，而德國軍艦還沒到達南海已經表明不會穿越台
灣海峽和參與美軍的軍事演習。明顯可見，儘管是美國的鐵桿盟友，
在面對解放軍的實力時也只能擺擺姿態出現罷了，更遑論是其他東盟
的成員國了。尤其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近日表示，如果美國認定中國
是敵人，他們將面對一位很強大的對手。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李顯龍曾多次表明了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更選擇與中國海軍
進行海上聯合軍演，邀請解放軍到訪新加坡。

說到底，經濟是一切政治外交的基礎。中國是新加坡進出口的第一
大市場，新加坡不可能為了討好美國而失去自己的最大貿易夥伴，東
盟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在全球一體化的大格局中，以「一帶一路」倡
議所輸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在世界上越來越深得民心。正如李
顯龍所言：「中國不是蘇聯，所以不會消失」，美國如果不改變對華
態度，化對抗為合作，逆轉時刻將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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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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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講話，提到
對香港特區有四個期盼，當中之一是告別劏房和籠屋。在香
港這個富裕、繁榮城市裏，籠屋和劏房實不應該出現。令人
非常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未獲解決。據今年
3月的一項調查，全港約有22.6萬人居住在劏房，較2012年
的數字急升了近3倍。

不過，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僅涉及籠屋和劏房，公私營房屋
供應持續滯後也是核心問題之一。據房委會五月公布的資
料，香港一般申請「上樓」的平均輪候時間又再上升至5.8
年，創出22年的新高。公共房屋供應長期滯後，不單延長輪
候的時間，還催生了籠屋和劏房，負擔不起租住或購置私樓
的香港市民，只能入住像籠屋、劏房及板間房等環境惡劣的
房屋，使房屋問題越滾越大。

對特區來說，夏寶龍主任公開表示盼望香港
告別劏房和籠屋，其實是一種鞭策和激勵。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最近也公開表示，特區要「開
天闢地」製造土地來解決房屋問題。「世上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國家的脫貧攻堅戰如今取得全面勝利，可供香港借
鑒。

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有7.7億貧困人口，但自2015年習近
平主席吹響脫貧攻堅戰的號角後，舉國上下，齊心協力，排
除萬難，堅持到底，最終於今年二月宣布取得勝利。按世界
銀行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
70%以上，而且也能夠做到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
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國家能夠成功提前幫助這麼龐大
的人口脫貧，香港相信也能夠在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
前，徹底解決房屋問題。

籠屋劏房問題要綜合治理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在地緣政治衝擊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下，全球經濟在過
去幾年中經歷了嚴峻的挑戰。各國政府不得不同時應對來自
病毒傳播、經濟衰退、金融市場波動和外交緊張的多重危
機。新冠疫情和各國針對危機所採取的政策措施也正在加速
全球財富在地理和社會分布上的結構性分化。

據瑞士信貸估算，受益於主要經濟體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
策，全球家庭財富總量去年增長了7.4%，在2020年底達到
418.3萬億美元。新的財富創造高度集中在北美、歐洲和中
國，而財富不平等繼續擴大，富裕人群和高收入國家從貨幣
寬鬆政策所帶來的資產價格上漲中獲益最多。在後疫情時
代，全球經濟增長很有可能將進一步分化，不同地區和行業
苦樂不均，收入提升和財富積累的速度將愈發不平衡。

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家庭財富經歷了爆發式增長。根據
瑞士信貸的數據，中國在全球家庭財富中的份額已從2000年
的3.2%上升到2020年的17.9%，而美國的份額從36.2%下降到
30.2%。中國家庭財富在這一時期增長的幅度相當於美國過去
近80年的家庭財富增幅。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國家資
產負債表數據，中國在社會淨財富方面也在迅速縮小與美國

的差距（社會淨財富是指一個國家的社會總資
產減去總負債，包括政府部門淨資產和居民部
門淨資產）。2000年，中國的社會淨財富大約
為美國的12%，但到2018年已達到美國的80%左右。

粵港澳大灣區一直處於中國財富增長的前沿。其配套齊全
的供應鏈孕育了眾多成功的製造業企業和大量的就業機會。
在「新經濟」方面，大灣區也擁有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
統，是中國許多頂尖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深圳被廣泛視
為中國的「矽谷」，而香港是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多年
來，大灣區各個城市的地方政府共同打造了高效的基礎設施
網絡，通過建設公共資產積極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在複雜的全球經濟環境下，大灣區具備獨特的發展優勢，
有潛力成為未來全球領先的財富創造和管理中心。然而，目
前大灣區仍處於成為全球財富中心的相對早期階段。要釋放
大灣區的財富潛力，我們需要從法律制度基礎設施、可持續
發展和資本市場國際化三個關鍵維度，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的
商業生態系統建設。

(未完，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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