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

文匯論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責任編輯：張卓立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2022年
2022
年 5 月 13
13日
日（星期五）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

美政客持雙標搞「制裁」破壞法治精神
近日七名美國政客促請總統拜登制裁香港國安委、國安法指定法
官及相關檢控官，凸顯美國政客持有雙重標準和實施霸凌主義，粗
暴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破壞法治精神。「權利」、「自由」不是違
法亂港活動的「擋箭牌」，外部干預勢力應立即停止這些笨拙的政
治表演。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根據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是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
處。主權平等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不干涉原
則是主權平等的核心概念。任何國家利用「單
邊強制措施」壓制政府官員或個別人士，試圖
干涉別國的內政和主權，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原則。

無視國際關係原則
在國際關係中，只有互相尊重國家主權，才
能使國家主權原則得到切實的保障。反之而
言，如果各國可以互相干涉，可以肆意侵犯，
可以藉口主權性質不同而兵戎相見，國際關係
就會混亂，國際法也就名存實亡了。美國政客
所為，公然無視國際關係原則，有違公義公
正。他們嘗試干預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

是對美國標榜的三權分立下的司法獨立原則的
極大諷刺與嘲弄。
如果美國政客批評香港國安法侵犯市民的人
權，那麼美國本身真的沒有任何法例保障國家
安全，任由國家安全中門大開，容讓別國任意
干涉美國內政嗎？事實上，美國本身是十分重
視國家安全，早在 1947 年通過的《國家安全
法》，就制定了美國軍方及情報機關二戰後的
主要架構重組，包括美國陸軍部、海軍部及當
時新增的空軍。現時，美國最少有20條國家安
全法，包括間諜法、保護美國法、軍人間諜罪
懲治法、國土安全法、情報改革法、2001美國
愛國者法等，違反相關法例者最高可被判死
刑。
至於香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9條，任何人
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
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直

管浩鳴 立法會議員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順利結束，李家超高票當
選，社會大眾都希望他能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圍
繞「安居樂業」四個字解決好社會穩定、土地房
屋、貧富分化，以及百業發展和青年等問題。筆者
期望，李家超能總結過往各屆特區政府施政的得
失，革除被動、短視、片面化，應對社會問題的弊
端，主動介入，從根源系統地規劃，研究解決問題
的方案，着眼長遠，為香港社會穩步發展繪就藍
圖。
李家超在競選期間提出的三大施政理念、四大施
政綱領，得到選委的廣泛認同。大家都期望他有所
作為，為社會、為市民解決問題，多做實事，做出
成績。
回歸25年來，幾乎每一任特首、每屆特區政府，
都強調關注解決「安居樂業」這四個字的問題，但
未見能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效。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社
會的痛點，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市民的不滿也因
此不斷地累積。李家超在競選期間，以及當選後，
多次表明將克服困難、團結社會，多管齊下解決問
題。他應就此深入分析，總結經驗。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長期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
缺乏主動解決問題的積極性，更缺乏解決問題的整
體部署和長遠規劃，往往在一些社會問題受到廣泛
關切、社會矛盾變得尖銳，到了不能不處理的地
步，才被動地推出一些政策措施作為回應。政府回
應社會問題總讓人感到被動，措施常常「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又總是小修小補，
而且支離破碎，不可能根本性解決問
題。
對於社會問題的根源和本質，政府卻缺乏系統
性的深入研究。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沒有整
體思路和長遠的規劃，往往是社會上哪種意見表
達得比較強烈一些，哪些人表達訴求的聲音大一
些，就採取哪種方法。結果是顧此失彼。解決了
一個問題，又出現其他問題，順得哥情失嫂意，
安撫了一些人的情緒，又令另外一部分人感到不
滿。這樣的做法，很難讓人感受到政府解決問題
的決心和誠意，久而久之，就會令市民對政府失
去信心和信任。
筆者期望，新一屆政府上任後，能革除這方面的
陋習弊端，要主動積極解決圍繞「安居樂業」四個
字存在的系列問題，研究制定出整體的解決方案，
逐步推動落實。
許多社會問題累積已久，盤根錯節，十分複雜，
解決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長期努力。包括土
地房屋、貧富分化在內的許多問題，很可能需要幾
屆政府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當政府對這些問題
做過系統研究，制定好解決問題的長遠規劃和部
署，繪就完整的藍圖，讓市民清楚看到政府解決問
題的思路，以及在不同時段做出的具體成效，市民
就會對政府施政增添信心，支持政府逐步落實解決
問題。

施壓干預司法獨立
香港基本法規定，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和法院
的審判，不得受任何干涉，履行職責的行為也
不受法律追究。七名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別出
心裁地聯署致函白宮，大言不慚地要求總統拜
登制裁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香港新選制下的三場選舉實踐獲得成
功，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第六任行
政長官選舉皆圓滿落下帷幕。其中第六任
行政長官選舉，李家超得票超過 99%當
選。李家超在參選時走訪基層社區，了解
民生，收穫了大量支持和正面呼應，體現
了他具有廣泛的支持度與認受性。
雖然美西方依然習慣性地把「民主」作
為武器，抹黑香港的選舉，但其話語在
今天已經越來越不為人關注了。畢竟，
當社會脫離政治狂熱，重新回歸理性
後，許多人會考慮，美國總統與英國首
相的選舉方式都大不一樣，為什麼要求
中國的香港特區跟隨他們「一致」呢？
民主制度的真諦是什麼？選舉成功的標
誌在哪裏？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港新選
制之所以被認為是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更具民主成分，正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得到
了檢驗。一方面，三場選舉過程實現了理
性、文明，參選者靠的是政綱、能力說
話，沒有攻訐抹黑，沒有撕裂，社會不必
付出高昂的代價；另一方面，選舉的目的
是選賢與能。在「愛國者治港」這面大旗
下，三場選舉選出的都是有家國情懷，有
擔當、有能力者。「聲大夾惡」的極端分
子，以及別有用心的破壞者，再不可能循
選舉途徑奪取管治權力。
新選制的終極目標，是為香港繁榮穩定
提供制度保障，引導香港進入良政善治
時代，滿足廣大港人對「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期盼。也就是說，香港的新選
制能否轉化為施政效能，將是體現香港

新選制新氣象 促進香港由治及興
李家超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是次行
政長官選舉的成功，體現了在完善選舉制度下，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進一步貫徹落實，由此鞏
固了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大好局面。在香港
回歸25周年、「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之際，期望
新一屆政府在李家超的領導下，與社會各界團結一
致，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結果為目標，為市民帶來幸福，開創香港良政善
治、繁榮穩定的新氣象。
李家超在當選後表示，會組建一支更有承擔、更
具團隊精神的政府，強化執行效能及治理能力，以
解決市民問題為首位，具有變革精神。其中市民最
迫切的土地房屋供應問題，會精簡程序、多管齊
下；有力地優化醫療系統；為青年提供上流機會；
建設關愛社會。他預告會增強「緊迫感」和「主動
性」，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融入大灣區
和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發揮香港聯通世界的
優勢，成為中國與外國連接的橋樑。李家超參選以
來全力以赴，頻密接觸選委把握各界要求，親自落
區了解民情民意，着眼香港社會實際狀況；又發表
貼地可行的政綱，提出三個施政方向和四個施政綱
領，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帶
來新的政治風格。期望李家超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施
政團隊能夠推動良政善治新作為，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至於他提出的「同為香港開新
篇」施政理念，聚焦發展，民生為本，重視變革，
務實有為，更是得到社會各界、廣大市民的廣泛認
同和支持。
回看香港社會，過去內耗嚴重，各項政策議而不
決，發展停滯不前。近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令

經濟嚴重倒退。面對當前局面，李家
超就任後，必須帶領香港大步向前，
凝聚社會共識，早日戰勝疫情，早日
復常通關，重新出發。當中，改善經濟民生，解決
土地、房屋、教育、創科、就業、青年發展等問題
尤為迫切，建議透過組建高效的管治團隊，體察民
情落實政綱，為社會各階層帶來新景象；率領公務
員隊伍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處理好社會民生問題；
在社區服務發展方面，加強與基層團體合作，促進
社會關愛改善市民生活，共同建設更和諧融洽的社
會；積極推動香港創科發展，為青年提供發揮和向
上流的機會，藉此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
現時離新任行政長官及新一屆管治團隊正式就任
的日期不足兩個月，期望李家超積極延攬人才，盡
快籌組班子，同時加強與愛國愛港陣營的溝通，廣
納民意。更期盼他在任內能認真兌現競選三大方向
承諾：施政以結果為目標、全面提升競爭力，以及
奠定穩固基石，從而確保香港更有能力應對未來不
同的挑戰，幫助香港主動融入國家大局，人人安居
樂業。
在新形勢下，香港要把握發展機遇，時不我與，
不能等、不能慢；香港要開創新局面，必須變革，
需要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李家超長期任職政府部
門，服務香港社會，愛國愛港，勇於擔當，執行力
強。相信在未來五年，他必定能夠落實政綱，兌現
「會做事、做成事」的承諾，不辜負香港市民的期
待。在他的帶領下，新一屆政府亦必定能夠更好地
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為「一國兩制」的新階
段、「港人治港」的新里程，開好局定好調，開啟
良政善治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嶄新篇章。

搭建平台讓青年發揮所長貢獻國家

林曉輝 深圳市政協委員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長

國安法指定法官及檢控官，明顯是別有用心打
着「人權」、「自由」的幌子，持有雙重標
準，企圖通過所謂制裁措施，施加不恰當壓
力，粗暴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破壞法治精
神，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試圖破壞香港的繁
榮穩定，惡行昭然若揭。事實上，一直以來，
法治、人權自由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是法治社會，
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任何人沒有凌駕於法律
之上的特權。
外部干預勢力任何造謠抹黑，都阻擋不了香
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也改變不
了香港繁榮發展的美好前景，阻擋不了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剛勁有力的步伐。有關國家和政客
應認清形勢、懸崖勒馬，停止詆毀抹黑香港國
安法和特區執法行動，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否則只會得不償失。

提高施政效能 走向良政善治

要使市民安居樂業 首重放遠目光

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
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
制裁，可能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
上有期徒刑。相比香港的國安法，美國的國安
法條文更繁多、限制更多人權自由，採用更嚴
厲的罰則。香港國安法的條文，也只是涵蓋在
合理範圍，沒有踰矩侵犯市民一直享有的個人
權利和自由。

民主制度優越與否的一把
尺，對此我們充滿希望。
去年 9 月選委會選舉、12
月立法會選舉，已經不斷
證實香港的優質民主，7 月
1 日就任的新一屆特區政
府，更將是新選制轉化為施政效能的一
大展現。
在新選制下，行政主導成為可能，行政
立法關係有很大改善。過去拉布、流會、
惡意阻撓政府法案、財政預算通過，以達
到阻礙政府依法施政的情況不會再出現，
政府施政相對會更順暢。當然，這並不意
味着立法會成為舉手機器。恰恰相反，在
與政府大目標一致的前提下，立法會對政
府工作提出質詢監督的質量不會降低，良
政善治的實踐會在彼此的溝通互動中探索
邁進。
可以明確的是，立法會既配合政府，也
質詢和監督政府。在建立良好的行政立法
關係下，政府應會獲得更大政治能量，有
必要摒棄「小政府大社會」這個不合時宜
的治理理念。無論是房屋土地等具體問
題，還是經濟轉型、發展創科等方向性
議題，政府都將會更務實有為，「以結果
為目標」，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政府政
策舉措將會發揮更大作用。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使
全社會的關注焦點都放在經濟民生上，社會
撕裂有望得到修補，香港重新走向和諧可
期，此次行政長官選舉已見一斑。社會大眾
都從新選制之中，獲得發展的紅利，是達至
真正民主的最好體現。

丁江浩 民建聯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教聯會理事 清遠市政協委員



5 月10日，北京人民大
會堂隆重舉行慶祝中國共
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
年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總結
了共青團寶貴經驗，也對共青團提出四點希
望，其中習主席對青年人的寄託，對香港每
一位教育工作者來說意義深刻。未來不單要
培養建設香港的人才，更要培養將實現國家
富強、民族復興作為偉大使命的新一代，讓
香港廣大青年砥礪前行，努力奮鬥為建設一
個更加美好的中國作出新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要講話中指出，「黨
和國家的希望寄託在青年身上。」過去一
百年來，中國多少有志青年為爭取民族獨
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而貢獻自己力量，甚至拋頭顱、灑熱血也
無所畏懼，為的就是追求國家富強、民族
復興這一偉大目標。時至今日，更需要廣
大青年朋友繼承這種偉大理想，團結起
來，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拚出一個更加
美好的國家。香港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香港青年在振興中華民族偉大
事業的前進路上永不能缺席，也要參與實
現中國夢的歷史接力賽。
不久之前，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
舉圓滿完成，李家超以高票當選。李家超
在政綱第四章提出「增加青年上流機會」
的施政目標，得到香港市民和青年朋友的

積極回應，可見其關心青年
人發展，願意為青年人搭建
更多平台，相信日後青年人
必定有更多的機會發揮所
長。在未來特區政府利好青
年的政策下，青年朋友應積
極有為，發揮所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尤其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大局當中，
以自身獨特優勢和國際視野觸覺，增強國
家競爭力，將國家不同產業推向全世界不
同舞台。
香港青年朋友有條件有能力成為具有香
港情懷、國家觀念、世界視野和有創造力
的新一代，胸懷「國之大者」，擔當使命
任務，到新時代新天地中施展抱負、建功
立業，爭當偉大理想的追夢人，爭做偉大
事業的生力軍。
新一屆特區政府將在7月1日上任，不少
香港市民都對新特首、新班子寄予厚望。未
來特區政府亟需解決香港積累已久的各項社
會問題。特區政府積極引導香港青年重新
認識和了解自己國家，增加對國家的向心
力和歸屬感也極之重要。
香港順利完成三場重要選舉，進入良政
善治的新篇章，要以香港獨有優勢為國家
貢獻所長。寄語特區政府推出更多政策，
讓香港有志青年多了解關心國家發展，加
強對國家的使命感，在實現民族復興的賽
道上奮勇爭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