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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消息，表示
廣東、香港、澳門將共同承辦2025年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全國運動會簡稱
為「全運會」，它與奧運會一樣，每4
年才舉辦一次，是國家最高水準的綜合
性運動會。對香港而言，能夠獲取全運
會舉辦資格是一件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趁合
辦全運會的機會，香港能夠進一步推動體育普及化、
精英化及盛事化，更能藉此推動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
市政府相關部門緊密合作，促進更方便往來的交通網
絡和通關安排，提供人員交流機會，創造更多有利條
件，助香港更全面有效地融入大灣區發展。

香港人熱愛運動，公園街頭隨處可見跑步者；麥理
浩徑、太平山、大帽山等登山者絡繹不絕；每逢周日
時人群熱鬧的場景更不在話下。事實上，香港可算是
一個體育盛事之都，雖是寸金尺土，但體育設施數量
充足，使用便利，完全具備承辦大型體育賽事的經
驗，此前就曾成功協辦北京奧運會的馬術比賽、主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其間表現均獲得各方肯定。接下
來香港亦有很多體育設施陸續落成，如可容納5萬觀
眾的啟德體育園等，相信香港絕對一如既往地有能
力，與廣東省和澳門一同把這次全運會辦得有聲有
色，進而促進本土體育事業的進步。

大灣區合辦全運會，除在體育方面共同進步，更是
能在經濟發展方面得到進一步的共同發展。體育盛會
為舉辦城市帶來經濟刺激，帶動建築業、製造業、旅
遊業、服務業發展，其間交通、通關等政策更應勢呈
便利化，從而促使遊客增多、就業增長、投資環境改
善等，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增添廣闊的空間和活力。如
此一來，香港有了更多的底氣和實力，去融入大灣區
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此次香港獲得全運會承辦資格，大好裨益已盡說，
令人翹首以盼。而香港人向來有積極向上、勇攀高
峰、永不言敗的精神，相信在獲得全運會承辦機遇
下，這樣的精神從體育賽場到社會各處，皆能發揮出
色的成果。與國家共同前進的香港，明日之路必定更
光明。

「支聯會」妄圖延命是螳臂擋車
警方國安處8月26日致函「支聯會」，要求骨幹成員提供

該組織成立以來有關成員的資料。這是警方首次引用香港國

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第5條的權力，顯示警方有合理理由相

信「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鏟除「支聯會」已為期不

遠。「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向媒體表示，警方的指控是

「荒謬絕倫」，「支聯會」對此「鄭重否認」。她聲稱組織

「沒有受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的指使，亦不為外國利益，而

是為香港、為中國（內地）、為民主理念而成立的組織」。

這實在是顛倒是非、大話連篇、負隅頑抗，妄圖讓「支聯

會」苟延殘喘，完全是螳臂擋車。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支聯會」由李卓人擔任主席，2019年網上
洩露的文件，爆出他擔任秘書長的「職工
盟」，自1994年開始，每年均向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
心」申請資助，涉及的金額總共1,300萬港元。
「支聯會」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繼續接受NED
等外部勢力的捐贈和資助，而且財務賬目混
亂、資金去向不明，有機會觸犯清洗黑錢、偽
造賬目等罪。另一被懷疑跟「支聯會」有財務
往來的「華人民主書院」，也曾經從NED取得資
金。鄒幸彤聲稱，「支聯會」是「外國代理

人」的說法「荒謬絕倫」。可是她的「鄭重

否認」是此地無銀，作賊心虛，這才真正是
「荒謬絕倫」。

攬炒香港涉犯6宗罪行
過往30多年來，「支聯會」煽動香港市民仇

視中央政府，即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大
肆宣揚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違法主張。組織涉
嫌犯下6宗罪，包括煽動仇視中央，堅持所謂
「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乞求外國制裁國
家，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設立所謂「人權博物
館」播「獨」；接受外部勢力捐贈；涉嫌眾籌
逃稅；參與非法「抗爭」活動。

「支聯會」在修例風波期間化身煽暴大
台，鼓動市民參與這場港版「顏色革命」、
攬炒香港，全然視「一國」底線如無物，即
使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也完全沒有收斂，兩
個月前繼續試圖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非法集
會，副主席鄒幸彤更不顧警方警告和疫情隱
患，帶頭表明會以個人名義出席集會，圖為黑
暴招魂。

會員跳船組織形同空殼
「支聯會」一直自稱擁有逾200個「團體會

員」，但自2014年後不再公布會員名單。最少

有一半所謂會員長期沒有參與組織舉辦的活
動，甚至早已解散，屬於「殭屍會員」。「支
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何俊仁相
繼落入法網，所有職員於上月已被遣散，旗下
會員如教協、「民陣」、各大反對派政黨等，
連月來退出「支聯會」者不一而足，超過一半
會員選擇割席跳船，箇中原因再明顯不過，大
家都知道「支聯會」大限將至，根本無法在後
國安法時代繼續運行下去，「支聯會」基本上
已變成一個空殼組織。鄒幸彤顛倒是非、大話
連篇、負隅頑抗，妄圖使「支聯會」苟延殘
喘，完全是螳臂擋車。

8月27日，身兼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發表公開聲明，
表示經過與英國外交大臣及大法官商討及評
估後，總結出香港仍享司法獨立，而香港法
院的審判亦符合法治精神，故他與英國最高
法院副院長賀知義勳爵一致決定，會繼續擔
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韋彥德和賀知義兩位繼續留任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猶如向西方政權、外國傳
媒，及本地黃絲「港獨」分子等臉上摑了
一巴掌。近年，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
法官的任命長期被政治化，外國勢力不斷
對接受委任或延任的海外法官施展各方面
壓力，千方百計以各種卑劣手段攻擊海外
法官，迫使他們拒絕接受任命或延任，打
擊香港司法制度，企圖對中央與特區政府
扣上「干預司法」帽子。

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對各級法院具有
絕對性約束力。多年以來，獲特區任命的
非常任法官，都屬整個普通法系最頂級的
法官，具備極豐富的司法經驗，享有崇高
的專業地位和聲譽。他們參與終審法院審
判，實有助外界對特區司法制度保持高度
信心，也能令香港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保持更緊密的聯繫。

韋彥德曾公開表明，在引入香港國安法及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要是香港的司法獨立
和法治受損，他會選擇離開終審法院，也不會
再提名其他英國法官來港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
法官一職。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韋彥德樂於接
受延任，正反映他認同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
制度，並不會對香港司法獨立及法治構成任何
負面影響。韋彥德曾經說過，會與外相藍韜
文、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白樂彬商討有關事宜，

足以證明他今次決定，是已從非常宏觀的角度
作全面考慮及全盤審視，並最終從純法律專業
角度出發，作出了最明智及公正的決定。

韋彥德的最終結論，正是英國司法機關
的最高領導人，直接確認香港長久以來的
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並無任何改變。因
此，西方政權及媒體該馬上改變其長期政
治先行、立場先行的取態，停止繼續無理
攻擊中央及特區政府，也不要再抹黑「一
國兩制」及香港國安法。

海外法律界對香港司法獨立之百分百信
心，明確地向全世界發出了鮮明訊息。即
使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及完善選舉制度後，
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法治從沒改變，香港的
國際城市地位一如以往，外商及國際投資
者可以放心在港經營或投資，大家也應該
對香港的司法繼續擁有全面信心。

海外法官延任為港法治投下信心一票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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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鎮國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青年委員會
主任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

上周，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在
香港舉行系列宣講活動，詳細介紹「十
四五」規劃給香港帶來的重大機遇，與
各界人士深入探討香港發展新未來。回
歸24年來，香港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取得
長足發展，也面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社會深層次矛盾突出等問題。只有讀懂國家「十四五」
規劃的香港密碼，重燃香港希望和把握新機遇，香港
「一國兩制」的內生發展引擎才能愈發驅動。

「十四五」規劃是第十四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五年規劃」。國家「五年規劃」的制定，有一個科
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黨中央研究制定的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建議，居於統領地位，具有極強
的前瞻性、戰略性、指導性，可以評價其為黨和國家
治理能力卓越的綜合體現。「五年規劃」是一定時期
內國家發展目標的設定和相應的政策導向，體現了有
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具有促進發展目標實現、
彌補市場失靈、有效配置公共資源、推動全面協調可
持續發展的巨大功能。

回顧歷史，「十五」規劃是香港回歸以後第一個國家
制定的中長期計劃，涉及香港的篇幅非常少。到「十二
五」規劃的時候國家首次加入了「港澳專章」，當初香
港剛面臨SARS和經濟下滑的困境，「十二五」規劃
「港澳專章」的出台，正是充分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大
力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與內地的發展息息相關，香港
的前途和命運同祖國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連。

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來港宣講系列活動，揭開
了香港社會各界解讀「十四五」規劃密碼的序幕，而如
何真正地讀懂密碼並付諸行動，特區政府須引導社會各
界人士主動調整思想理念，既要有長遠規劃戰略眼光和
能力，又要在政策調校、制度改革、法律修訂等方面積
極配合規劃落地，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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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就是敢言執行
主席 法學博士

新學年即將開始，開學
第一課作為同學們重新回
到校園的開始，筆者每年

都會以一個社會熱門話題作為引入，前
年黑暴籠罩下，講的是辨別網上新聞、
建立資訊素養；去年是疫情擴散下的防
疫措施。今年適逢我們國家執政黨建黨
百年的大喜日子，百年以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今天的強起來走過的道路是坎
坷的，而第一個百年目標就是消滅絕對貧
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近香港有電視
台正在播放我國扶貧的紀錄片，這也正好
可以作為一個引子。所以筆者就決定，開
學第一課肯定要讓我們的學生認識執政黨
和精準扶貧。

去年年底，貴州9個縣宣布退出貧困縣序
列，自此意味着全國800多個貧困縣全部脫
貧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全國
近1億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這偉大的成
果放在人類歷史當中也是一個奇跡。而在
實現這偉大目標的背後是累計派出25.5萬
個駐村工作隊和300多萬位第一書記、駐村

幹部的努力付出，當中更有1,800多位在這
場沒有硝煙的扶貧攻堅戰中犧牲。究竟是
怎樣的一個政黨可以實現這一切？筆者認
為這應該是香港年輕一代應該如何正確認
識我們國家執政黨的關鍵問題。

要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除了從國家政
策層面來看，更重要的是了解這個執政黨
在認識國家不同時期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
矛盾。在其辯證唯物主義觀下，中國共產
黨就是善於抓住事務的重點，集中力量辦
大事。從建黨初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解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
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就是一致抗日
和實行土地改革；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
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分別都是針對當下的主
要矛盾來實行政策；到了今天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新時代，主要矛盾轉化成「人民
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一主要矛
盾唯有推動深化改革實現產業轉型以及精
準扶貧。從歷史發展和執政理念來看，中
國共產黨都是在讓中國人民往實現共同富

裕的目標上前進。
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

會，我們熟知的西方經濟學
原理都是鼓吹自由市場的好處，市場符合
人性。但實際上市場同時也是放大了人性
中的「惡」，自由市場只是解決了效率問
題，換言之是把蛋糕做大，但在「分蛋
糕」的時候卻會造成「損不足以奉有
餘」。改革開放實行40多年後的今天，精
準扶貧正是在提高發展的道路上照顧大家
庭中的每一位，「脫貧路上一個都不能
少！」

回顧百年，正如李大釗先生在1921年中
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成立大會的名言：「一
百年以後的中國將證明我今天的觀點，社
會主義絕不會辜負中國！」中國這艘大船
正乘風破浪駛向美好的未來，全面脫貧只
是第一個百年任務，面前還要為成為「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這第二個百年目標而奮鬥。
筆者作為前線教師，定當自強不息為培養
愛國青年而努力不懈，講好每一課。

認識全面脫貧作為開學第一課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1�

「十四五」規劃宣講團訪港，旨在凝聚
社會共識，讓香港各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這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發展的高度
重視，以及對香港市民的親切關懷。「十
四五」規劃在多個領域支持香港，使香港
可以在新時代大展鴻圖，是國家給予香港
的難得機遇。

「十四五」規劃的啟動，令香港有機
會真正切實地融入大灣區，以及融入國
家的發展大局中。國家越來越強大，在
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之際推出「十四
五」規劃，大大彰顯其魄力與決心。以
往，人們都說「香港背靠祖國」，可是現
在應該改稱為「香港面向祖國」。「十四
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同時加入支持香港提
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等，體現了國家非常重視香
港的未來，而融入國家發展是香港的必然
選擇。

大家也應該看得到，近兩年來，整個大
灣區都發生了很大改變，無論是前海、河
套區、橫琴等等，都為香港創造了很多平
台。

近來，許多香港企業家已落戶大灣區，
扎根內地。兩年前，在深圳市福田區政府
的支持下，全港各區工商聯乘着祖國的春
風，創辦了深港福田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這
個青年平台，推動、引領了30多個香港青
年企業家進入我們的基地創新創業。在眾
多政策的扶持下，越來越多香港青年也願
意來到深圳發展。

我們相信，在下一輪發展熱潮之中，大
灣區城市之間的彼此合作一定會越來越
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國家已經建立了專
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建
築師等等的兩地互認資質資格機制。這些
便利政策，給予了香港專業人士更廣闊的
平台，發揮專業領域的優勢，未來兩地的
合作一定是越來越緊密。

筆者的企業是改革開放以
來第一批進駐內地的香港企
業，從事來料加工業務，這
個是國家把香港納入內地發展的第一個
機會，帶給港企工廠的一個騰飛。在改
革開放以後，香港又被納入「一帶一
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迎來了第二
次機會。「十四五」規劃宣講會，明確
表示香港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的進程，具體地把許多產業政策
推動落實。香港的企業家既要讀懂政策，
又要把機制了解透徹，同時建立成熟的市
場思維，使之與「十四五」規劃的各種支
持政策連貫起來；香港企業家也一定要把
握好「十四五」規劃帶來的商機，緊跟
內地市場脈搏，找好方向拓展業務，參
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
「十四五」規劃為香港企業帶來龐大商
機，所以一定要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
會。

「十四五」政策切合港企所需
盧錦欽 全國工商聯執委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