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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解除與大律師公會合作關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日前表示，香港有很多
公民團體、專業組織、
文兆基
學生團體，每個團體應
按着其宗旨，在不違反法律下運作，如果
當局知道一些團體已偏離其宗旨，例如專
業團體被政治騎劫或凌駕專業，政府唯一
取向就是終止關係，例如早前教育局有需
要與教協終止關係。如果日後有其他專業
團體，包括近日坊間談及很多的香港律師
會，也被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的話，特區政
府同樣會考慮終止專業關係。

成為政治組織。
事實上，大律師公會自戴啟思出任前
主席後，已不斷披着法律專業的外衣，發
表偏頗的政治言論，甚至在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通過建立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及執行
機制的決定後，妄稱中央做法違反基本法
第23條，糊弄不諳法律的普通市民，並
為境外勢力干涉香港事務，提供失實的
「法理依據」 。
戴啟思連任多屆主席之後，夏博義便
在攬炒派元老李柱銘的提名下，成功取得
主席之位。夏博義於九十年代已聯同戴啟
思、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公法講座教授陳
文敏等人成立 「香港人權監察」 ，傳媒發
現該組織跟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有着
密切政治聯繫，自1995年起已收取近1500
萬港元撥款，更曾資助2014年非法 「佔
中」 的幕後策劃者。
上述消息傳出後，自然難免讓人
懷疑，戴啟思把大律師公會主席之位交與
夏博義，背後可能存在着什麼貓膩。更讓
人感到詫異的是，夏博義在出任大律師公

議事論事

公會早已異化為政治組織
某程度而言，行政長官此番言論，乃
是善意提醒律師會成員，希望他們能夠恪
守專業，避免組織因改選而被一些自稱
「開明派」 的人騎劫。然而，法定的法律
執業者行業公會，可不只有律師會一個，
還有大律師公會，而對方近年來的表現顯
示，大律師公會早已被攬炒派騎劫，異化

會主席之前，竟然是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
及牛津市市議員，雖說他後來宣稱，自己
已在當選前不久辭職，並在上任後退黨，
但是退黨能切得斷他跟英國政界之間的聯
繫乎？
除此之外，夏博義出任大律師公
會前，已曾多次發表偏頗的反華言論，涉
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觸犯法例。例
如：夏博義於去年7月5日在推特轉發一
篇報道，以及展示一幅包含 「港獨」 海報
的圖片，並誣衊中央打壓所謂的 「民主活
動人士」 ，有關人士正準備成立 「流亡議
會」 云云，便是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1
條 「分裂國家罪」 ，以及第23條 「顛覆
國家政權罪」 。
又例如：夏博義在去年11月13日在
推特評論四名攬炒派立法會議員被DQ一
事時，宣稱 「這比國安法在港實施的情況
更壞，我們正遭受完全的 『獨裁統治』 」
云云。由於夏博義當時仍是英國自由民主
黨成員，涉嫌直接或者間接地接受外國組
織的指使、控制或資助，而他所發表的言

論偏頗失實，並且有着引發香港居民對
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
重後果，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9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 。
另一方面，夏博義出任大律師公會主
席後，曾多次藉着其法律專業身份的外
衣，發表失實和偏頗的言論，例如宣稱香
港國安法不符法治精神，促請特區政府修
改或限制香港國安法的運作，又曾宣稱
2019年8月18日及8月31日發生的非法集
結案判刑過重，令市民和平表達的權利被
剝奪、民怨無法宣洩，最終或轉向具破壞
力的途徑，包括暴力云云。
很明顯，夏博義的言論完全無視《公
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規
定，締約國有權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
秩序，對於和平集會的舉行加設法律限
制。現行《公安條例》規定警方可為了維
護公共秩序，不批准集會和遊行的舉行，
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基本法，把有人因為組
織參與非法集結而被判刑，說成市民和平

表達的權利被剝奪，根本是在偷換概念，
亦有煽惑他人憎恨香港司法，因而涉嫌觸
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c）條。

可修例改變其法律地位
由是觀之，大律師公會在近兩任主席
的帶領下，已淪為經常發表失實和反華言
論的政治性團體。雖說日前有報道稱，夏
博義在明年無意角逐連任，但是誰又能夠
保證，有人不會藉着扶植攬炒派的同路
人，藉此在公會內充當 「太上皇」 呢？
是故，在夏博義至今仍是選擇賴死不
走，大律師公會未來仍有機會被攬炒派綁
架的情況下，政府實在有其必要，考慮不
再承認大律師公會為專業團體，終止跟其
之間的專業關係。甚至是修訂《法律執業
者條例》，收回大律師的行業自我監管
權，又或者是根據基本法第142條第四款，
將其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的權力，交
與另一個新成立的專業團體。
時事評論員


議論風生

十四五宏圖繪就 港青不能缺席

有傳媒報道，國務院
港澳辦主要官員下周將來
港宣講 「十四五」 規劃，
其間將舉行多場宣講會，
王紹基 對象包括立法會議員、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及高級公務員等。這項活動十分
重要，不但能讓廣大市民更全面、更深入了解 「十
四五」 規劃，明瞭國家在 「十四五」 時期的發
展方向，而且充分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
關心。
「十四五」 規劃不但勾畫出國家的發展宏圖，
更為港人尤其是青年提供了很大的發展機遇，隨
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深化，再加上 「十四五」
規劃的推動，現在正是香港青年投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 「黃金年代」 。每一位香港青年都是國家發
展的持份者， 「十四五」 規劃宏圖繪就，港青絕
對不能缺席。

貢獻國家實現抱負
「十四五」 規劃中有關香港的發展內容，具
有很強的前瞻性和指導性，我認為當中有三大特
點：
一是明確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
管理中心功能。」 意味中央將會繼續支持香港鞏
固金融、航運、貿易等優勢產業。
二是在原有產業上，支持香港發展 「三個中
心」 ，包括 「國際航空的樞紐中心」 、 「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 、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這
「三個中心」 是新加入的內容，反映中央銳意完
善香港產業結構，特別是重點支持香港發展創科
及國際航空樞紐，同時進一步發揮香港中西文化
薈萃的優勢，打造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
三是規劃提到 「支持港澳參與、助力國家全
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 「加強內地與
港澳各領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
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 意味中央將繼續
出台更多便利港人北上學業、就業、發展的政策，
粵港澳不同領域的合作將會不斷深化。

從 「十四五」 規劃涉港內容可以看到，中央
對於香港在 「十四五」 的角色是寄予厚望，賦予
香港更重要的功能，進一步發展香港的優勢及新
興產業。對香港青年而言， 「十四五」 規劃提供
了巨大機遇，當中提到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打造 「一帶一路」 功能平台以及高品質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些規劃對於擁有國際視野
和較強 「兩文三語」 能力的港青而言，將有望可
大展拳腳。
過去香港產業高度單一，不少學有專精的青
年在香港難以一展所長，現在 「十四五」 規劃針
對香港以及大灣區規劃，將催生大批創科產業、
文化產業以及各種高增值產業，這些產業都需要
大量高質素人才，香港擁有的人才優勢將可大派
用場，不少香港的畢業生都會有更多發展渠道，
實現自身抱負。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熟悉國際商
業運作，與國際市場聯繫廣泛密切，也是全球最
自由的經濟體，資金、人員、資訊流通自由，在
「十四五」 規劃中推動的 「雙循環」 戰略下，香
港融通中西的角色將更加凸顯，香港不但是大灣
區發展的重要引擎，也將成為 「一帶一路」 的 「超
級連繫人」 ，為香港經濟注入更大動力，香港青
年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面對國家的大發展機遇，香港青年不能缺席
更不能錯過，我認為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要將眼光放遠，不應只顧及香港，更要
放眼大灣區、放眼整個國家市場，以至放眼 「一
帶一路」 。香港的優勢在於國際化，香港青年更
要善用國際化優勢，利用自身長處為國家發展作
出貢獻，並從中開拓自身事業。
二是更全面了解國情國策，自覺捍衛 「一國
兩制」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三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提到要為港澳青年
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
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但國家
搭台搭梯，也需要香港青年的主動參與配合，坐
言起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
主席兼青年委員會主任

專業團體須回歸專業
香港國安法
出台實施以來，
教協、 「民陣」
馮 宣
等反中亂港組織
紛紛土崩瓦解，香港社會正在逐步恢
復穩定。然而，攬炒派決不會就此死
心，而是會鑽現行維護國安機制、法
律的空子，試圖在各個領域搶佔陣
地，透過將專業組織政治化，然後以
各種方式 「打擦邊球」 ，繼續進行反
中亂港行為。
最新的例子是香港律師會即將改
選五名理事，有所謂 「開明派」 參選
人被揭發在 「修例風波」 期間支持黑
暴活動，若他們當選，令不少人擔心
香港律師會成為宣暴庇暴的平台。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便作警告，每
個團體都應按照其宗旨在不違反法律
下運作，但若這些團體包括香港律師
會的運作一旦偏離其宗旨，被政治騎

有話要說

劫或凌駕其專業，特區政府會重新審
視雙方的關係，考慮與其終止關係。
專業團體的職責是維護專業
權益，提高業界水平，加強與特區政
府溝通，令業界發展暢順，而非以政
治掛帥，一旦這些專業團體失去專業
價值，特區政府終止與其合作是絕對
可以理解的。不久前，自稱是教育專
業團體的教協，在社會各界聲討中，
政府宣布與其終止工作合作關係後，
最後宣布解散。這個結局正是因為教
協藉專業之名，行反中亂港之實，背
離教育專業團體的使命和成立宗旨。
前車可鑒，香港律師會當小心警惕，
堅守法治，避免被攬炒派騎劫，必將
影響業界今後的發展。
除了香港律師會等專業團體
之外，靠黑暴上位的攬炒派區議員近
年亦滲透各屋苑組織，將屋苑事務政
治化。特別是逾200名攬炒派區議員

作賊心虛害怕宣誓，早前陸續辭職
後，這班攬炒派仍死心不息，眼見區
議會待不下去，於是轉移陣地，加強
滲入私人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和業委
會、公共屋邨的互助委員會，企圖透
過控制大廈、屋苑管理組織，藉此擾
亂社區和諧、縱暴煽 「獨」 。
私人屋苑法團，業主委員會及屋
邨互助委員會及涉及管理費和維修費
用，牽涉龐大利益關係，絕不能容許
亂港的攬炒分子滲透，並藉着這些平
台做出有損居民利益的行為。屋苑、
屋邨居民有必要團結起來，積極參與
屋苑事務，嚴防攬炒分子混入屋苑組
織。民政事務處、屋宇署等政府部
門，亦應拒絕與被攬炒派騎劫、變成
政治化的屋苑組織合作及提供支援協
助，以令攬炒派知難而退，讓這些屋
苑組織逐步回歸服務居民的地區組
織，免淪為黑暴基地。

美國對阿富汗的始亂終棄
阿富汗局勢
再度風起雲湧，
美國從阿富汗撤
銀 鷂
軍後，塔利班組
織迅速控制當地多個城市，最後更
長驅直入首都喀布爾，親美的總統
加尼夾帶大量現金逃亡，塔利班宣
布戰爭結束，並將成立阿富汗伊斯
蘭酋長國。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恐
怖組織 「基地」 的襲擊，之後美國
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庇護 「基地」
組織為由，出兵阿富汗，展開長達
二十年的 「反恐戰爭」 。當然，以
美軍的實力，打垮當時的塔利班政

讀者來稿

權是沒有懸念的，美軍擊潰塔利班
後，便開展所謂對阿富汗的 「民主
塑造」 。
然而，美國並非真心為阿富
汗好，美國實為看中阿國的地緣戰
略價值，軍事佔領這個位於歐亞大
陸心臟地帶的國家，既可以威脅俄
羅斯的南部，又可以阿富汗為基地
染指中亞地區，擴張美國在該地區
的勢力。至於阿富汗的民主建設，
美國從來就沒有認真對待，充其量
只是拍攝阿富汗民眾投票的照片，
對外宣傳阿富汗成功民主化。
美軍進駐阿富汗二十年，從
來沒有真正解決塔利班的問題，更

加沒有解決阿富汗的民生及政治問
題，美國扶持的所謂阿富汗民主也
是十分可笑的。二十年來，美國付
出了二千四百名官兵的性命，虛耗
億萬軍費，打了一場與保衛家園毫
無關係的戰爭。到了今天，美國匆
忙從阿富汗撤離，甩鍋走人，再找
下個更有價值的干涉熱點，留下一
個阿富汗的爛攤子試圖阻礙 「一帶
一路」 的建設。塔利班回朝了，大
量曾為美國工作的阿富汗人被美國
捨棄而惶惶不可終日。阿富汗的悲
劇，難道還不值得那些終日渴望美
國來撐腰的人反思嗎？
資深教育工作者

香港各界須深刻領會國家戰略
知微篇

對於全國政協副
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7月16日
講話，香港社會有一
周八駿 種觀點，即：以為特
區下一位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的首要任
務是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尤其是土地
房屋短缺。這樣的觀點不能說不對，卻有
失偏頗。其實，夏主任的講話在總結香港
國安法實施一年的經驗後，首先闡述的是，
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大有
可為，必須要有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他
語重心長地說： 「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
法，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任務還很重。」

做好兩手工作獻力國家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
子，從現在起到今後相當長時間裏，都必
須既嚴格執行香港國安法，也要努力化解

經濟民生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兩手抓，兩
手都要硬，都要 「想做事、會做事、能做
事、做成事」 。為此，必須樹立為人民服
務的信念，胸懷 「國之大者」 。而要做到
這兩點，特區管治團隊必須深刻領會國家
戰略，否則，即使有為人民服務的意願，
也不知朝什麼方向和目標使力，即使有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貢獻的理想，也無法
同國家前進的步伐保持一致。
國家戰略的核心問題是中美關係。這
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最近，
拜登政府宣布，向在美國的香港居民提供
為期十八個月的所謂 「臨時避風港」
（temporary safe haven）。評論這則消
息的人普遍忽略 「十八個月」 這一點。他
們沒有深入分析為什麼是十八個月而不是
十二個月或二十四個月？
我以為，分析這一點的鑰匙在於十八
個月後將發生什麼。十八個月後，中共二
十大將決定並公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及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新組成，
將決定並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新大政方針。
時間退回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
共十九大召開，宣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人民將分
兩階段三步走，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兩個月後，2017年12
月18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國
家安全戰略報告》（NSS），宣布美國調
整全球戰略，視中國和俄羅斯為美國的
主要對手。
膚淺的人以為，是中共十九大擘劃的
宏偉藍圖引起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稍具
常識者明白，美國撰寫《國家安全戰略報
告》需要相當長時間。準確的理解是，中
美兩國最高層分別從自己國家發展所面臨
的內部外部條件以及發展的目標出發，制
訂各自發展戰略。中國關於世界的戰略是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則是維護

其霸權，於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成
了美國新的主要對手。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
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向世界宣示中國人民必定要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意志和力量。美國全面遏制中
國的立場不會動搖。可以說，在中國最高
領導層積極為明年秋季召開的中共二十大
做準備的同時，美國拜登政府正在起草其
對華戰略報告，做一系列部署。

堅定地同國家站在一起
最近，哈佛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發
表題為《大競爭：21世紀的中國與美國》
的研究報告，以資拜登政府制定對華戰略
參考。該研究報告稱，中國不僅在崛起，
而且其實力已上升到能夠顛覆冷戰後秩序
的水平──從地緣政治、經濟、技術、軍
事、外交和政治等各方面顛覆這一秩序。

中國不僅在包括經濟總量在內的許多重要
領域超過了美國，而且在這些領域牢牢樹
立了美國不太可能奪回的領導地位。如果
兩國繼續按照目前的軌跡發展，到2030年，
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中國如
果在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領域，包括國
內生產總值、應對潛在衝突的相對軍事實
力（例如，在台灣問題上）或在人工智慧
等前沿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那麼，就
將對美國經濟、安全乃至由美國領導的國
際秩序產生極為嚴重的消極影響。
該份研究報告反映美國主流共識。特
區管治團隊必須領導香港堅定地同國家站
在一起，自覺遵從中央領導，準備應對美
國變本加厲遏制中國。自覺遵從中央領導，
就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所制定的國家戰略，而不能停留或滿
足於執行中央指示。對中央指示，理解地
執行與不理解地執行是大不一樣的。
資深評論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