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很高興成為民建聯外訪團成員，代表民建聯
參與未來數天的印尼之旅，肩負說好香港故事的歷
史使命。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視頻出席第七屆「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說，希望香港繼續
主動作為，推動與共建國家開展更多務實合作。作
為香港最大政團的民建聯，我們早已自覺有責任作為社會之表率，
以行動落實中央領導人的期望。筆者與黨友把握暑假休會的時間，
秉持暑假不放假的原則，兵分三路出訪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新
加坡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聯繫「一帶一路」國家及城市，可以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官方層
次的交流，由特區政府與當地政府進行官式交流；另一個就是民間
層面，由民間團體在官方以外的互動。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當然
會推動特區政府加深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繫，並且持續監
察當中的成效。與此同時，民建聯作為跨階層政團，亦不忘發揮自
身優勢，在民間層面做好對接的工作。

我們本次出訪東盟，已安排了豐富多樣的交流活動，不是走馬看
花，而是深入的交流。除了參觀雅萬高鐵項目外，亦有考察外傭中
心；除了拜訪商界組織，更與專業團體、青年團體等不同階層會
面。期望有關的交流，可以讓我們深度認識印尼，從而探索香港與
印尼可以合作的地方，發掘更多的機遇。

筆者在參訪團中主要負責青年政策一環，我會懷着青年的視
野，探索印尼這個國度，這個世界人口排名第四的國家，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有待大家發掘呢？香港作為大灣區內一個素有向外
聯繫及具國際化的城市，我們對於新事物及異國文化的接受程
度，必然有助於我們做好探索者的角色。

眼下雖然我們受疫情的阻隔，影響了對外的聯繫，但相信此行可
以為未來全面復常通關立下基礎，為日後做好對接「一帶一路」國
家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角色，奠下更好的基礎。此行開拓好的網絡
及人脈，將有助我們在疫後邀請他們來港參與論壇及博覽會等交流
活動。相信除了聽我們的故事外，邀請對方親身來港感受香港故
事，將是更實際的實踐。

善用香港綠色金融優勢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日前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充分肯定了香港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上發揮

的重要作用，也對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提出「四點希望」，當中「希望香港

做強專業服務」，突顯了香港綠色金融體系在「一帶一

路」中的定位。「一帶一路」的投資逐漸傾向更低成

本、更具經濟效益及更綠色可持續的項目，這正是「一

帶一路」為香港綠色金融帶來的機遇，亦是香港能夠利

用自身優勢貢獻國家之處，香港更應積極參與，貢獻所

長，定必受益其中。

黃元山博士 立法會議員

2015年，國家發改委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
動》，「一帶一路」新增的項目價值超過3,000
億美元，但往後每年的新增總值減少，直到
2021年的136億美元，年度減幅超過95%。不
過，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每年新增的項目數
量，並沒有跟隨項目總值下跌，反而是拾級而
上，2019年到達頂峰，其後受疫情影響才開始
下降。若非囿於疫情，相信新增的項目數量應
該繼續上升。

由此可見，由「一帶一路」概念提出以來，
投資者一直搜尋更低成本及更具經濟效益的項
目。當中最明顯變化是能源項目的投資，由大
規模的化石燃料項目，轉移至規模較小但可更
快實行的綠色能源項目。

「一帶一路」發展傾向綠色項目
2021年，國家已經停止在「一帶一路」進行

有關煤炭的建設及投資。如果撇除建設項目，
只留意投資項目的話，我們會發現國家在2021
年已經停止投資「一帶一路」中的化石燃料項
目(包括煤炭、石油及天然氣)，只剩下核能、
風能及水力發電等綠色能源項目。「一帶一
路」未來發展愈加傾向綠色項目，趨勢顯而易
見，這個國家大政策，在《對外投資合作建設
專案生態環境保護指南》中也有清楚表達。

然而，對於如何界定「綠色項目」，中國與
外國投資者的定義不盡相同，就算已經有了
《綠色投資指引》，也仍然有一定分歧。這無
疑會窒礙「一帶一路」的綠色發展，香港正正

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綠色金融在香港已經發展迅速。由政

府發行綠色債券並推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
計劃，到香港上市公司的ESG披露要求，以及
未 來 要 求 對 TCFD （Task Force on Cli-
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的披
露要求，香港綠色金融的發展基本上已覆蓋每
個層面。再加上其得天獨厚的「一國兩制」制
度及中西交融的金融市場優勢，香港在銜接中
外綠色標準已經累積了大量寶貴經驗。

香港綠色金融發展迅速經驗豐富
另外，由多個本地金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已經致力建
立一個同時符合中外標準的綠色分類框架。在

2021年11月，中國與歐盟共同建立了共通綠
色分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
CGT），並在剛過去的6月更新了一次。CGT對
協調中外「綠色」定義這個工作有關鍵作用。
督導小組在CGT更新後，便立即計劃以CGT作
為基礎，就本地綠色分類框架進行諮詢及作出
建議，反應可謂非常迅速。

雖然督導小組暫時的計劃只針對本地綠色
項目，但研發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及專業知
識，絕對可應用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上。
督導小組在完成研發本地綠色分類框架後，
甚至在研發的同時，應着力以CGT為基礎替
「一帶一路」建立一套綠色分類框架，以促
進中外投資者對「一帶一路」綠色項目的投
資。

香港新一代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
識，將持久深遠地影響着「一國兩
制」實踐能否行穩致遠。國家觀念與
民族情懷不僅僅建基於國家憲法與基
本法奠定的香港社會政治環境，也完
全取決於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港

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的認同接受，特別是對傳統文化致力
倡導的以家國情懷為核心的愛國情操的培育，深植傳統文化
的厚土，才能奠定香港青年一代的國家觀民族觀法治觀。在
培育香港青年一代的愛國情操方面，由於中資企業與內地有
緊密的經貿關係，它們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將是香港實施愛
國主義教育，推進人心回歸的中堅力量。中資企業在推展民
族文化傳播，並以此為基礎深化愛國主義教育，更加是責無
旁貸、義不容辭。

認同國家與民族，必須認識國家輝煌璀璨的五千年文明歷
史與民族文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最終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百年歷史。其中，國家改革開
放逾40年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足以令每一位中國人、
每一位身處世界各地的龍的傳人引以自豪。香港回歸祖國25
年來，與祖國同發展，與民族同復興，愛國情懷從未中斷
過，這是香港發展繁榮的根基所在。

中資企業在服務香港的百年歷史中，始終與國家命運為一
體，始終以國家利益及香港同胞的共同利益為依歸。特別是
改革開放以來，中資企業緊緊圍繞着國家發展戰略，全力以
赴推動香港回歸祖國，積極主動地導引港人人心回歸祖國懷
抱，在弘揚傳統民族文化、推動落實愛國主義教育方面，作
出了切實可行的努力與積極探索。在落實「愛國者治港」開
啟的良政善治局面中，在引導香港青少年心懷祖國嚮往祖國
回歸祖國方面，中資企業也將一如既往地承擔更為重要的主
體責任。

為港青認識國家提供更多途徑
首先，開展系統的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教育，是培養國家

觀念的有效途徑。對青少年進行春風化雨的愛國教育，並無
任何捷徑，只有增加中國歷史課時，在中國語文教育中增加
傳統文化知識，才能更全面準確認知中國歷史及傳統文化。

其次，中資企業培養青少年愛國精神具有得
天獨厚的優勢。全港4,000餘家中資企業在吸
引青少年面向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可
以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學習、實習、工作機
會，可以為青少年認識國家提供更多的途徑，
也可以走進社區為市民安排更加喜聞樂見的愛
國教育活動。

第三，中資企業具有的網絡優勢是弘揚傳統文化的主要平
台。

共同肩負促進人心回歸重任
第四，培養具民族情懷與國家觀念必須與時俱進推陳出

新。網絡信息時代的愛國主義教育應該與時俱進，不僅僅要
加強愛國主義課堂教育，更要把國家觀念民族情懷融入到青
少年的日常生活中，鑲入到青少年的網絡世界中，在網絡遊
戲、卡通漫畫、電競比賽，甚至衣食住行的網絡信息中植入
國家歷史、民族文化元素。

最後，社會各界要共同肩負起深化愛國教育促進人心回歸
的重任。不僅僅是中資企業，社會各界、特別是對本港新一
代影響較大的影視娛樂界，旗幟鮮明地展示弘揚愛國精神。
影視界可積極考慮聯合內地影視界或中資文化投資界，拍攝
創作以新界抗英、東江抗日、友聯船廠營救文化名人等具香
港題材的愛國故事為背景的電影電視作品，傳播愛國主義精
神。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
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7月18日在「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
府就職典禮上重要講話精神」專題研討會上講話時也表示，
「每位港澳居民都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參與
者、實踐者、受益者，而不是旁觀者。」國家觀念與民族情懷
應該成為香港特區，尤其是新一代的青少年積極參與大灣區融
合發展，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強大推動力，只有具備正確
的國家觀念，港人才能更好地「背靠國家，聯通世界」，在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運用香港的獨特優勢，發揮香港的獨
特作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夢想。

深化愛國教育 中企責無旁貸
嚴剛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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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以視頻方式出席了第七
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對於香港如何更好參
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四點希
望」。一是希望香港繼續主動作為，推動與共建
國家開展更多務實合作。二是希望香港做強專業
服務，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台。三是希
望香港加強人文交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四是希
望香港深化與內地合作，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四
點希望，既明確了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優勢定位，亦為下一步
工作指明了方向，香港各界應全力落實，繼續在「一帶一路」建
設中發揮作用。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在
國家的支持下，憑藉自身的獨有優勢，不單在國際項目投融
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專業服務支援和經貿交流合作等各
方面，發揮着互惠共贏的作用。未來香港必須鞏固優勢、主動
作為，更好地參與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融資提供金融服務，
幫助沿線國家搭建面向全球的多元化融資平台。另一方面，香港發
達的專業服務和技術人才，也為沿線國家更緊密的互聯互通提供重
要的人才支持。而在粵港合作方面，香港可作為亞洲區樞紐，發揮
「超級聯繫人」優勢，為「一帶一路」項目配對各方參與者及提供
專業服務。

新時代賦予香港新機遇，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是香港當
下和未來的最優選擇。香港既能憑其優厚條件成為政策溝通、設
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戰略節點之一，也必
可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好的作用，繼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
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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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深圳市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非法「35+初選」案將交付高院判刑。律政司
司長林定國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發出證書，指示非

法「初選」案件無須設陪審團審理，理由是案件具有涉外因
素、保障陪審員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以及設陪審團有可能妨
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

有部分境外媒體竟將此事抹黑成「封閉審訊、秘密審
訊」和香港司法的「去普通法化」，更有美國反華勢力建議
總統拜登向林定國及多名律政司檢察官實施所謂「制裁」，
赤裸裸地干預香港司法公正。

這些言論簡直是荒謬絕倫。這次由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的
安排，目的正是要確保公平審訊，秉行司法公義，絕無減損
被告人的任何合法權益。正如律政司回應強調，香港刑事審
訊制度的最根本原則就是要「確保公平審訊，維持司法公
正」。首先，「35+初選」企圖癱瘓立法會、攬炒香港，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46條規定：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的就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
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無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
行審理。因此，這次案件不設陪審團，本來有其必要，亦符
合香港國安法的法定程序，有法可依、有根有據。自修例風
波以來，針對警員、法官，乃至警員家屬的「起底」層出不
窮。雖說 《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去年已生效，把
「起底」列為刑事罪行，但若犯案者身處境外、「起底」資
料儲存在境外伺服器，並透過境外網站公開資料，本港警方

執法或要求境外機構刪除資料有一定難度。因此，不設陪審
團審理相關案件，是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私隱和人身安全的
最好安排。同時，這安排亦避免部分陪審員受個人政見或
「黃媒」輿論影響，不能根據法律條文，以控辯雙方呈交證
據而作出公正裁決的風險。

不設陪審團的情況，並非香港國安法首創。作為陪審制發
源地的英國，早已有最高法院為保障陪審員安危而不設陪審
團審訊的先例。英國在2003年修訂的《刑事司法法》，訂明
案件若被認為陪審員面臨受到不正當干預的情況，可以不設
陪審團審理。

其實，不論是否涉及香港國安法，香港本來便不是所有刑
事案件都由陪審團審訊。只要不是交由高等法院審理的嚴重
刑事罪行，區域法院或裁判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均由一名
法官或裁判官裁決，可見案件是否設有陪審團，跟所謂「封
閉審訊、秘密審訊」無任何關係。

陪審團審訊是香港原訟庭案件的常見模式，但並非公平審
訊的唯一模式，無論是基本法還是香港任何現行法律，皆無
規定陪審團是公平審訊的必備要素。

正如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指出：「被告人是否受到公平
對待，這是最重要。大家留意到香港大部分刑事案件並
無陪審團，尤其是地方法院。很多刑事案件判刑都不
輕，但從來都無陪審團。有沒有陪審團並非一個公平審
訊的唯一考慮，重要的是整個機制，能否充分保障被告
人權益，得到公平審訊，如果他對判決不滿，他有沒有
機制上訴。」

非法「初選」案不設陪審團有法可依
陳子遷律師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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