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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的司法體系不尋常的狀況越來
越普遍，有很多涉及黑暴的裁决，出現被形
容為「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現象，令人
質疑部分法官政治凌駕法治，主觀偏頗，刻
意放生或輕判那些打着「違法達義、公民抗
命」幌子的暴徒，向社會發出錯誤信息，讓
天真無知的年輕人以為法庭打開保護傘，縱容他們的違法行
為，甘願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當炮灰，自毀前程。有很多市民
看不過眼，紛紛向司法機構投訴不公平、不公義的裁決和
「暗升裁判官」的不公正情況。近日，還發生大廈圍牆噴字
辱罵高院法官刑毀案。因此，司法機構不能再以司法獨立作
護身符，應當接受社會各界監察，撥亂反正，不能再推搪，
否則難令公衆信服。
去年8月30日，有女文員在葵涌警署外用鐳射筆照射警

車內的警員，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她否認控罪，案
件經審訊後，近日裁判官林子勤裁定事發時附近沒有示威，
而被告一身OL裝束，故接納鐳射筆是被告工作所用的工
具，亦不相信被告有預謀照射警員，且控方未能證明被告傷
人意圖，故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明顯地，林官的判決主觀偏頻，刻意放生在警誡下承認控

罪的女被告。控方案情及呈堂證據清楚指出，當日凌晨12
時許，警車自葵涌警署駛出時，有綠色光束射進警車，坐在
車廂中排的警員被射中。被告在警誡下回應說：「我都知照
警察唔啱，我下次唔敢喇。」林官不公平、不公正地行使酌
情權，偏袒維護被告，不恰當地拒絕接納被告在警誡下的自
願認罪口供為應有的呈堂證據。

將政治意見引入判決令人質疑
近期還有不少縱容、放生、輕判暴徒的案例。裁判官水佳

麗審理一宗15歲男學生被控告縱火和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
產兩罪，水官判刑時形容被告是「優秀嘅細路」，並輕判被
告18個月感化令，其中9個月須住院舍接受監管。這裁決
引起社會爭議，司法機構更接獲大量投訴。
另外，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於3年前參與「六四」集會

時，在沒有受到挑釁下，涉嫌在維多利亞公園恐嚇東方報業
集團記者，黎智英揚言「我實搵人搞×你」。黎智英早前被
裁定刑事恐嚇罪表證成立後，不出庭自辯。裁判官鍾明新裁
定黎智英刑事恐嚇罪罪名不成立。律政司認為鍾官的裁決不
穩妥，犯了原則性的錯誤，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司法獨立並不代表司法機構可以不受監察、任意妄為。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20年9月23日的聲明中亦強
調：「司法公開及透明使社會大衆可全面觀察司法程序的進
行，並作出有意義及有理可據的評論、意見或批評。」故
此，法庭受社會各界監督，才能確保司法機構的工作更加公
開、透明，維護了司法正義，一定程度避免了權力濫用和腐
敗問題，確保法庭的裁決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不將政治立場
和意見帶入法治，挽回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信心和支持。

深港雙劍合璧 促大灣區創科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大會發表

重要講話。習主席對深圳發展提出六項要求，包括

「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開拓全

面擴大開放」、「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

化」、「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及「積極作

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些發展充滿機

遇，香港可以出力，國家將出台「十四五」規劃，相

信這些要求也會納入國家未來五年發展的重點之內。

黃錦輝 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在大灣區建設中，習主席提出要「推動三地經濟
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香港作為區內的中
心城市之一，必須好好把握機遇，與深圳取長補短
達至雙贏合作，也為國家改革開放作出新貢獻。從
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角度來看，筆者認為港深在創
科產業生態鏈上各具優勢，可以在建設「大灣區國
際科創中心」的任務上各展所長，推行「前研後
產」模型。筆者建議港深可在不同階段進行創科合
作。

推行「前研後產」模型
「0到1」：科技從無到有。創科產業生態鏈的上

游注重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由概念和理
論開始發明出創新技術。在「大灣區9＋2」城市群
中，筆者認為基礎研究可以在香港推行。香港本

地大學有4所位於2021年QS全球大學的頭50名，
包括港大（22）、科大（27）、中大（43）及城大
（48），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四所全球排名50名以
內大學的大都會。
QS評審標準包括研究水平及學生質素，這些皆是

創科發展的關鍵指標。香港可以利用大學的優勢吸
引國際科研技術及人才來港，起動更多與大灣區建
設需求相關的基礎研究項目。當然，深圳與香港可
以分工合作，深圳可以擔當國內的基礎研究基地，
吸引內地知名大學如清華、北大到深圳做科研。
「1 到n」：科技轉移到高價值應用。科研創造科

技，實現從無到有，是科學行為而已，將科技轉移
至高價值的應用或創新產品，是創科產業鏈的第二
步。在大灣區內，香港的上游研究成果較適宜轉移
到深圳，讓內地企業把科研成果（即「1」），尋找

合適的商務應用場景，轉化為產品，先少量(即
「n」）生產，進行產品概念證明（Proof of Con-
cept, POC) 。
深圳的研發總開支佔當地生產總值（GDP）的

4.2％，當中高達97%的深圳科研活動是由企業主
導，反映出深圳的應用研發（Applied R&D）的實
力，可以促使研發新產品「快速成型」（Fast Pro-
totyping），並進行原型系統測試。為加快港深創科
合作，雙方可以充分運用位於河套區的深港科技園
之政策和設施。

「n到N」：開拓內地市場，先試市場水溫。深圳
擁有多間大型科技企業，例如大疆、比亞迪、華大
基因、華為、中興等非常成功的國際科技巨擘，他
們可以利用市場網絡，把雛型產品（即n）大量生產
（即N），推出到大灣區市場銷售。在此過程中，

企業可了解產品的市場價值，在有需要的時候進行
融資，進一步擴大市場。

香港國際化經驗大有作為
「N到XN」：國際融資，促產品引向國際市場。

國家大力推動「雙循環經濟」，企業除了布局國內
之外，也要考慮開拓國際創新產品市場。香港是國
際金融中心，內地企業較方便來香港進行國際融
資，包括擴大量產（即XN) 。內地企業、創新產品
要「走出去」，國際市場不可或缺，香港國際化的
經驗可以大派用場。
概括而言，「創新科技＝科技＋應用+市場＋融

資」，筆者深信，港深「雙劍合璧」，必然可以協助
國家推動「雙循環」經濟，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
科創中心、促進落實「十四五」規劃舉足輕重。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不但全面總結
了深圳特區建立40年的寶貴經驗和輝煌成
就，更為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指路引航，明確
國家將會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大大振
奮了全國民眾的信心。面對百年未有之世界大
變局，香港的前景在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
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以更高水平
合作發揮核心引擎作用。當前香港面對的最大
阻礙在於社會上的泛政治化氛圍，在於反對派
逢發展必反、逢融合必反的扭曲心理。深港合
作前景無限，關鍵是要排除和抵制各種政治干
擾，讓香港可以融入大灣區開拓新機遇。
習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

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演繹。深圳廣大幹部
群眾披荊斬棘、埋頭苦幹，用40年時間走過
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
這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
跡。」這不但總結了深圳40年來的成就，更
歸納出深圳成功的一大因素，就是「披荊斬
棘、埋頭苦幹」，善用中央的政策和機遇，一
心一意謀發展，成功締造出「深圳奇跡」。

隨着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首批授權
事項清單正式公布，深圳的發展亦將進入新的
台階。深圳的機遇，也是香港的機遇，香港和
深圳同樣是大灣區的中心城市、發展引擎。深
圳進一步深化改革，都不能缺少香港的參與，
包括支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並允許大灣區內地9

市港資醫療機構放寬國際新藥准入，以及實施
高度便利化的境外專業人才執業制度等授權事
項，香港都可以發揮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以及國際商貿金融中心的優勢，與深圳優勢互
補，互相配合，共同開拓巨大的商機。

深港優勢互補 共同開拓巨大商機
為此，特區政府早前宣布延後發表施政報

告，以配合國家的最新政策和部署，這個安排
是合適的，也是實事求是。香港的發展離不開
國家，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央「雙
循環」、「十四五」規劃等戰略，特區政府理
應在施政報告上作出全面配合和跟進，寧願遲
一點公布也應把工作全面做好。
正如林鄭月娥特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正研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加快推進與深圳和大
灣區的創科協同發展，其中一項是正在與深圳商
議推出「聯合政策包」，共同吸引海外優秀人才
回流、落戶港深，貢獻兩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未來更可把成功經驗輻射到大灣區其他城
市。這說明林鄭特首充分認清國家的戰略，了解
到香港融入大灣區的重要性，並已作出部署。

凡事政治化 香港無前途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早年也曾創造出「香港

奇跡」，由小漁村化身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成為國際的金融商貿中心，香港能夠取得成功，
同樣是因為各界能夠集中精力謀發展，善用國家
改革開放的機遇，以開拓、包容、奮發之心，
創造出「香港奇跡」。可以說，深圳的成功與

香港的成功是一脈相承。
當前香港正迎來粵港澳大灣

區的龐大機遇，把握得好，香港的專業人士、
各界就可以乘着進一步改革的東風，在大灣區
市場上「近水樓台先得月」，為香港經濟開拓
更大商機。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投入大灣區
建設，但目前最大的障礙不在於政策，而在於
泛政治化干擾。有學者指出，近年香港為「認
同政治」所苦，把所有事情泛政治化和意識形
態化，導致社會價值觀高度分化，演變成「對
抗政治」。如果政治分裂使香港不能抓住機
遇，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這正點出了香港近
年發展遲緩的一大「癥結」，就是任何事都被
沾上政治色彩，任何事都被別有用心者挑動為
政治對立，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最終令政
府施政舉步維艱。
有反對派竟聲言特首林鄭月娥稱香港可與深圳

共同打造雙城經濟，等同將香港變成其他內地城
市的附庸，將徹底摧毀了香港的優勢，包括高度
自治云云。這種說法毫無事實根據，香港的優勢
正在於內容、融合，在於背靠國家市場，在於
「一國兩制」優勢，投入大灣區建設正正發揮香
港優勢，何來「變成其他內地城市的附庸」？這
種譁眾取寵、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指控，正暴露
反對派逢發展必反、逢融合必反的扭曲心理。
香港既是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者，也是最大

的受惠者。深圳獲得重大優惠政策，香港完全
可以發揮「近水樓台」的先天優勢，攜手並
進，關鍵是要排除和抵制各種政治干擾，讓香
港可以融入大灣區開拓新機遇。

排除政治干擾 港深合作前景無限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文化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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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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大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為香港在新形勢下的發展指路
引航，香港必須把握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
的機遇，以創新精神實現新發展。
近年來，大灣區三地政府簽訂合作框架協

議，不斷加強深化金融合作，為三地金融機
構在大灣區的協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金融科技的快速發
展，共享大數據，實現平台智能化等金融創新手段，為三地
金融機構開闢合作新途徑。
隨着大灣區發展規劃進一步實施，大灣區將成為中國與國際

金融體系進行連接和轉換的重要平台，香港應積極進取、發揮
優勢，為大灣區金融機構改革創新、協同發展貢獻力量。

從行業層面看，大灣區科技金融的生態體系完善，但實力
尚待進一步提升；從區域分布看，香港金融科技應注重發展
區塊鏈和虛擬銀行。為進一步推動金融創科發展，香港應出
台政策，重點支持監管科技、虛擬銀行和支付領域的發展。
大灣區在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等方面佔據領先優勢，

金融基礎扎實，企業創新活躍，站在金融創新融合發展的風
頭浪尖，大灣區的金融創新發展潛力巨大。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擁有廣泛的環球商業網絡、完
善的法律制度，熟悉國際商業規則和運作，有強大的融資能
力；香港的基礎科研水平具國際頂尖地位，對國際優秀企業
和人才具有強大吸引力，可繼續扮演連接國家和世界的雙向
橋樑角色，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仍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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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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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將有5,000多名員工被裁，成為本
港勞工市場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很大機會引
起連鎖反應，其他企業都進行的裁員，推高本
港失業率。
特區政府曾在6月，從土地基金撥出270億

注資國泰，同時國泰在第一輪的「保就業」計
劃中，旗下的港龍及香港航空向政府申請逾7
億的薪酬補貼，曾承諾保障17,000多名職員
的飯碗。然而，4個月後，國泰主席賀以禮只
用「心痛」及「無奈」簡單總結今次裁員的決
定。試問賀主席有否想過運用其他方法來解決
問題，而不是大規模裁員？試問賀主席有否想
過，現時本港經濟最嚴峻，這批失業大軍能否
在短期內再找到工作？
更令人不是味兒的是，國泰航空將「企業社

會責任」拋諸腦後。國泰航空財政穩健的時
候，大力宣傳自己如何本着「企業社會責任」
的精神，幫助弱小社群，推廣公民教育，得到
各界的支持和肯定，在社會上建立聲譽。但
是，如今國泰航空接受政府的資助後，卻提出
大規模裁員，「企業社會責任」去了哪裏？不
僅將之前所作履行的承諾抹掉，而且打響裁員
潮第一槍，令市民失望痛心。過去大半年，有
哪間企業不是面對經濟困難，大家希望見到的
是僱主僱員共度時艱，希望大型企業在「經濟
寒冬」的時候，不要大規模裁員，加重社會負
擔。
政府實施三輪「防疫抗疫基金」，特別是

「保就業」計劃，是向企業提供一部沒有抵押
的「提款機」。兩輪「保就業」計劃完全沒有

要求企業在申請時，必須承諾在
未來半年至一年內不裁員，否則
會被視為「違約」。政府亦沒有規定，企業
「違約」，政府可向申請補貼的企業提出民事
索償，以減少出現裁員的機會。國泰航空在6
月申請第一輪「保就業」計劃後，在第二輪
「保就業」計劃沒有再向政府提出申請，已經
埋下準備裁員的伏筆。政府應檢視「保就業」
計劃的成效。
最後，筆者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實施「緊急失

業援助金」，真正為失業人士提供經濟支援。
若果將支援國泰航空的7億元薪酬補貼，以援
助金形式發放，每個月上限為9,000元，為期
6個月，足以為12,000位打工仔解一時之急，
而不只現在多了的5,000位失業人士。

國泰裁員掀序幕 須即設「失業援助金」
陸頌雄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

香港是璀璨的「東方之珠」，但本地市場體
量小、資產價格高，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導致
青年「上流」空間也相對狹小。筆者明白，阻
礙香港青年在粵就業的主要因素是缺少內地人
脈和不熟悉內地職場環境。
香港青年之所長，是大灣區發展之所需。去

年以來，中央出台了多項加快內地與香港經貿
聯繫、惠及香港市民的措施，如「港人港
稅」、出入境便利化、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購房、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等。
所以，內地的居住條件是吸引香港青年赴大灣
區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若要讓更多青年在大
灣區的工作生活能夠安心和便利，建議借鑒深
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模式，內地大灣
區9個城市可分階段為符合資格的香港青年提

供人才公寓。
正如日前，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學習習近平

總書記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重
要講話精神座談會上，鼓勵香港青年要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廣闊舞台上演繹精彩人生。陳冬強
調，港青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通曉中西文化
與中英兩文三語，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着不
可替代的競爭優勢，可以更好推動灣區與國際
市場實現更高程度接軌，成為大灣區聯結世界
的「超級聯繫人」。

近年來，中央、大灣區內地省市以及特區政
府，陸續實施了一系列支持香港青年走進大灣區
的重大政策措施。特別是去年中央出台《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加強了支持香港青年到
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相應配套政策措施，為香

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提供了更多
便利。而且便利措施還在不斷規
劃和發布中，其中很多都與港澳青年密切相關，
標誌着粵港澳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為大灣區創
業港青的安居樂業提供了堅實保障。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新階段，各項大

型跨境基礎建設不斷完善，粵港澳「一小時生
活圈」逐步形成，全面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
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主要平台，也是時
代賦予香港青年一代的最佳歷史機遇。與其在
某些反中亂港者炮製的政治迷幻劑中沉淪放
縱、自怨自艾，不如親身去看看、去嘗試，到
大灣區去開創一片新的天地。對於香港青年而
言，也許只需勇敢邁出第一步，便能夠走出一
條完全不同的路，擁有一片更廣闊的人生。

國家政策協助港青融入大灣區
胡池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