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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究竟是否會爆發軍事衝突，是近期備受關注
的焦點。台灣之所以會成為「全球最危險的地
方」，關鍵在於中美競爭加劇。然而，中共二十大
後，中美領導人進行首次面對面會晤，拜登表示，
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希望負責任地管控美中競
爭；習近平也指出，中美加強溝通合作，有助世界
和平發展。看來中美正在摸索「競爭但不衝突」之
道。台灣卻陷入中美競爭之中，且愈陷愈深。美國
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最近演講談及台灣的處境及因
應之道時表示，台灣應保持「低調不挑釁」，以確
保經濟繁榮發展，「別去戳大陸」、根本「不需要
佩洛西」。如此肺腑之言，值得蔡英文當局正視。

中共二十大前夕，拜登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
告》，明示中國是唯一有意圖也有能力重塑國際秩
序的競爭者，並把維持對華競爭優勢視為最優先的
目標，但同時強調美中依然有可能和平共存。該報
告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反對片面改變現狀，不
支持「台獨」，堅持「一中政策」。換言之，美中
可以在氣候、能源等方面合作，但在地緣政治競爭
將採取「會贏」的策略。中共二十大後，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談及未來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在於聯合
盟友和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環境，也就是美中關係
將更須競爭，或更須鬥爭。

中國要排除美國插手干預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十大前夕，美國進一步

壓制中國半導體產業，從技術、設備、人才三管
齊下，限制相關技術、設備、產品輸往大陸，企
圖切斷大陸先進芯片所有來源，其動機非常明
顯，就是要拖慢大陸超級電腦、AI人工智慧的進
步，為美國爭取更多時間。因此，儘管中共二十
大報告無一語提及美國，但當中表示對單邊主
義、霸權主義、冷戰思維堅決反對，顯然暗指美
國。習近平提出，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
國家完全統一，也繞不過美國這個「障礙」。尤
其在兩岸問題上，習近平提出開展反干涉鬥爭，
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也是
要排除美國的插手干預。

美方對華發動芯片戰、科技戰，正是形塑中美競爭規則的
一部分。蔡英文當局一開始即站隊美國，還拿台積電當「伴
手禮」（手信)，美國卻想把台灣的「矽盾」整個捧走。儘管
美國對華政策開口閉口說「一中政策」，聲稱美中競爭但不
必戰爭，其實是玩兩面手法。台灣承受美國輸出通脹及「抗
中」的雙重風險，美商英特爾乘機高唱半導體產業鏈「去台
化」，台灣股市應聲被打趴。

跟隨美方腳步勢將兵兇戰危
台灣的「護台神山」台積電已被看成美國的國安風險，美

國能容忍台灣遊走在其形塑的美中競爭規則之外？蔡英文當
局自視台美關係「堅若磐石」，但中美抗衡，台灣先受其
害。蔡英文當局長期以來，認定台積電是「護台神山」，美
國和西方國家會全力保護台灣安全；然而，台積電創辦人張
忠謀已證實，台積電將把最先進的3納米製程移到美國。蔡英
文當局已經溫馴地順從美國鷹派，逐步踏入兵兇戰危的境
地。佛里曼提醒，台灣必須「廣交友」，發展經濟實力，這
樣就「不需要佩洛西」，對比蔡英文當局「拿台積電收買佩
洛西們」的手法，猶如醍醐灌頂。

美中抗衡，蔡英文當局自甘把台灣當成棋子；佛里曼提醒
台灣專心繁榮經濟，切勿急改變現狀去挑釁大陸，更應主
動避戰，台灣也要提防阻擋中國崛起的美國。美國對於兩岸
問題的終局解決，並沒有置喙的立場，但基於諸多因素，台
海和平對美國至關重要，但為「遏中」而在台海發動代理人
戰爭，未必明智。

蔡英文當局一連串挑戰兩岸現狀的行動，都是跟隨美方的
腳步。佛里曼建言台灣勿挑釁大陸，實乃明智之言。

提升香港吸引力 為香港故事續新篇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周展開任內的首次外訪，赴泰國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APEC）相關活動，並率領逾20人的商貿

代表團在當地進行考察，會見商界領袖和參觀企業，講述

香港新優勢和新布局，推廣香港。此行一方面向各國要

員、商界代表傳遞「香港已重返國際舞台中心」的重要信

息，同時向國際社會展現出香港整裝待發、積極尋求合作

機遇的進取形象，為「說好香港故事」做出良好示範。

「說好香港故事」，最重要的還是香港要有源源不斷的吸

引力，不斷提升競爭力，憑藉自身實力贏得國際投資者的

信心和國際合作夥伴的信任，這樣的香港也才能為「推銷

員」們提供充足的底氣和扎實的內容，持續「說好香港故

事」。

譚岳衡 立法會議員

本屆特區政府十分重視「說好香港故事」，
特區官員和外訪團成員在國際舞台化身推銷
員，積極推廣香港，值得肯定。作為連接內地
和國際的超級聯繫人和協調人，「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是香港的獨特優勢，如何在保持香
港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深度發掘利用好這一優勢，對香港提升競
爭力和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至關重要。筆者認
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去做。

頂層設計要與國家規劃對接
一是要全面回顧檢視香港在「一帶一路」建

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成效和問題，總結
經驗及教訓，提供更具有針對性的配套措施和
解決方案。

2023年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
倡議10周年，也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推動的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7周年。特區政府有必

要檢視香港在參與「一帶一路」共建、推動大
灣區合作方面的進展及成效，有什麼成功經驗
及教訓；在過往工作中存在什麼問題，面對何
種挑戰；現在的定位如何；怎樣更好地為本港
企業、機構和個人參與合作共建提供相應支
持；香港在與「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國家和地
區往來互動中，雙方反饋和需求如何，怎樣更
好地協同共建，等等。政府需要針對這些問
題，不斷溫故，才能知新，提出相應的解決方
案，同時也能為未來本港官員和代表外訪，進
一步「說好香港故事」，提供寶貴參考。

二是要轉變思維，盡早布局，積極爭取，將
香港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科創發展
（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
四大範疇）和「再工業化」發展等多項重要規
劃，與國家重大戰略及規劃做好對接。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不僅對重塑香港空
間和產業發展格局有重要意義，而且視野開拓

至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利於香港通過融入內地
產業體系，為推動國內大循環提供動力，同時
暢通國內和國際「雙循環」。政府在施政報告
中提出要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
由行政長官直接擔任組長，司長擔任副組長，
各局的局長參與其中，相信這有利於政府內部
從策略和宏觀層面推動跨部門的工作，加強與
內地的溝通、交流、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首先要融入國家發展的大規劃，希望督導組能
夠從頂層設計角度關注上述建議。

穩健推動香港虛擬資產發展
三是金融發展需要在支持服務實體經濟和支

持其他運營模式之間取得平衡。特區政府上月
發表了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筆
者認為，政府向外宣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對全球虛擬金融資產的各項要素保持開放
和兼容的態度，呼應了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

的保持金融科技競爭力的要求，體現了提升金
融中心競爭力的前瞻性，同時，金融的穩定和
可持續發展，規避劇烈的波動和產品創新的大
風大浪，始終是要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因此，
政府對有實體經濟作為底層資產的虛擬資產和
有技術創新的虛擬資產，都要給予大力支持，
而對於純粹與實體經濟和創新技術毫無關聯的
虛擬產品，則需加以限制，推動香港發展成為
穩健的創新金融中心。

總之，香港有內地作為腹地，背靠龐大市
場，納入國家的「雙循環」，香港具有國際金
融中心所具備的各項要素，這些是香港的特有資
源和優勢。特區政府要保持戰略定力，按照施政
報告確定的原則，穩步提升金融中心競爭力。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唯有實幹才能興
港，期望政府廣泛聽取各界聲音，繼續務實有
為制定推進各項政策，使香港的新篇開出更好
的結果，讓香港更有底氣去講好自己的故事。

壹傳媒黎智英被控違反香
港國安法的案件，已排期於
本年12月1日開審。高院原
訟庭於上月頒發許可，批准
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來港代表黎智英抗
辯，律政司早前就此決定不

服上訴，惟遭上訴庭駁回。律政司其後再向
上訴庭申請許可，要求再向終審法院提上
訴。上訴庭日前頒布判詞，拒絕頒發許可予
律政司。律政司昨已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案件將於星期五開庭先處理。

就今次要求上訴庭給予許可，律政司表
示，雖然是否批准聘用海外大律師，屬法庭
的酌情範圍，但因本案涉及香港國安法的特殊
情況，所以有其重大廣泛的重要性，有關原則
應交由終審法院作判斷。香港國安法是國家立
法，立法語言是中文，並按國情及香港情況專
門立法，來自普通法地區的外籍律師，不會比
香港本地律師更熟悉中文、更了解中國及香港
的實際情況，准許海外大律師參與案件，與香
港國安法試圖防止外國或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及保障國家機密免被外洩的立法目的背道

而馳。
上訴庭在判詞指出，本案並無涉及關於國

家機密的指控。況且本案亦無任何基礎，去
指控 Tim Owen可能違反保密原則。英國的
大律師，亦受到當地的專業守則約束。上訴
庭指律政司未能說服法庭，聘請海外律師會
損害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目的，因此決定不批
准其上訴許可申請，並下令律政司要就今次
申請，支付黎智英一方的訟費。上訴庭的決
定是不穩妥的！

香港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其解釋權屬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3條的
規定，擔任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律師應
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
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對案件有關情況予以
保密。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旨在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
則。

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及串謀刊印、發布、邀約
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等共4
罪。黎智英案涉及外國勢力的介入，案中
更可能牽涉到大量的國家機密，在關係到

國家安全的案件上，不能排除外籍律師
「洩密」的潛在風險，外籍律師在角色和
利益上都存在衝突，讓外籍律師參與國安
法案件，在法庭上引用外國案例挑戰國安
法，容易造成不公偏頗的亂象，也不利於
審訊的公平公正，更不符合公眾利益。事
實上，很多市民表示擔憂和質疑上訴庭拒
絕批出許可的決定。

律政司指出海外大律師只要一離開香港，
實際上便難以受香港法律或專業守則約束。
基於以上理由，律政司一方認為除非申請方
能證明有極其特殊之情況，否則不應批准在
國安法案件聘用外籍律師。律政司的理據十
分充分，值得支持。

為什麼黎智英千方百計要聘請外籍律師？
黎智英已經有本港的資深大律師和超級律師
團隊替他抗辯，竟然堅持花大量金錢聘請一
個不熟悉香港國安法的外籍大律師，不能不
令人質疑這是外國勢力介入國安法審訊、干
預香港司法獨立。

外籍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審訊，涉及影響重
大廣泛的法律論點及公眾利益，香港不能讓
外籍律師插手香港國安法案件。

不能讓外籍律師插手國安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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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錫堂 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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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未結束，民生百業處在艱難境況
之下，而電費又將加價。電費與民生百業息
息相關，大幅度加價將令市民生活百上加
斤，對基層市民的生活影響尤甚，政府及電
力公司須顧及民生之苦，適當壓縮電力公司
的利潤，盡最大努力壓低電費加價幅度，並
且應考慮向基層市民發放電力補貼，保障民
生。

香港的電費分為基本電費和燃料調整費兩
部分。基本電費是將年度預測的標準燃料成
本，加上電力公司的營運成本，以及政府准
許的利潤總和，除以預測售電量總和得出。
而實際用於燃料的成本，全部由用戶承擔，
高於預測標準燃料成本的部分，就會計算在
燃料調整費中。

這種電費的計算辦法，存有不合理的地
方，因為電力公司的利潤受到保障，但燃料
價格波動引起的加幅，則全部由用戶承擔。
也就是說，電力公司是穩賺不賠，所有因燃
料漲價帶來的費用，全都由市民來承擔。

中電將會加價6.4%，港燈則加5.5%。表面
上看，這一加幅已經比一些社會人士的估計
略低，但實際上，燃料成本增加的部分，最
終仍會計入市民的電費之中，市民最終所須
支付的電費，仍然會有顯著的增加。

按規定，電力公司的利潤回報不能超過固
定資產的8%。這本來是利潤的上限，但實際
的結果卻變成電力公司利潤保障的下限。也
就是說，不論整體市道如何，也不論市民生
活是否艱苦，電力公司是必須穩賺相當於其
固定資產8%的利潤。市道不景？民生困苦？
那只是政府的事，只由政府向電力公司的用
戶提供電費補貼，而不會影響到電力公司的
加價幅度。

這樣的算法很不合理，亦不符合社會的期
望。企業也須注重社會責任，在全港備受疫
情之困，百業不振，民生困苦的情況之下，
兩家電力公司應該展現出應有的承擔，適當
地調低公司利潤，減緩電費加價的壓力，以
此紓解民困。

全球燃料加價，市民實際的電費支出，其
實已經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以淨電價計算，
中電連基本電價及特別回扣，本月平均淨電
價已升至每度電145.1仙，較今年1月貴
12.6%；港燈的平均淨電價亦已加至每度電
186.8仙，較今年1月貴38%。若以一個典型
3人家庭每月用電275度計算，中電和港燈的
用戶本月分別要繳付390及417元，較年初
貴45元及142元。

而且，受全球暖化的影響，天氣越來越
熱，今年的平均氣溫預計比去年更高，很有
可能打破歷史紀錄，普通市民的用電量也已
有所增加，電費支出比想像中增加得更多。
這些增加的費用，對基層家庭，尤其是一部
分受疫情影響失去工作、減少家庭收入的市

民，就會變得十分沉重。對於這一點，兩家
電力公司不能夠完全視而不見。

筆者認為，兩家電力公司應積極考慮將一
部分企業的利潤，用於紓解民生困苦，向領
取綜援、低收入津貼，或者收入不穩定的基
層家庭，提供電費津助，以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

中電今年撥款1億元推出「中電燃料費資
助計劃」，受惠者包括長者、低收入家庭及
殘疾人士及劏房戶，每戶可獲600-800元一
次性資助。這是一個好的做法，應仍有空間
可以擴大資助範圍，提高資助額。

另一方面，由於特區政府的「電費紓緩
金」和「電費補貼」，將分別在明年年底和
明年5月結束，雖然受疫情及環球經濟不景
氣的影響，政府財政將會面對較大的壓力，
但政府仍須積極考慮紓解民生困苦之策。筆
者認為，政府應考慮延續上述兩項電費補
貼，同時積極考慮向有困難的基層市民提供
額外的電費補貼，以紓解因電費加價帶給貧
窮家庭的額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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