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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0宗本地個案逾20人初陽
葵涌逸葵樓爆疫7住戶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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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縱深推進 「雙區」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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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談去年說今歲

國安家才好 本固枝更榮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雪峰報
道：經歷2019年香港社會暴亂，中
央政府2020至2021年先後制定和落
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這兩大重要舉措讓香港得以由
亂轉治、由治及興。談去年、說今
歲，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日前接受本
報專訪時神情興奮， 「非常高興可
以參與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立法及落實工作」 。適逢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為進一步促進
社會正確理解法律及法治，正確理
解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等內
容，鄭若驊透露，今年將舉辦一系
列推廣活動。

律政司今年擬提兩項立法建議

「2020年參與香港國安法制定及落實工作後，很
高興2021年完成了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律
政司去年完成多項重要工作，鄭若驊進行回顧和盤
點時感觸良多。

鄭若驊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已有數宗案件成
為重要案例，包括黎智英保釋上訴案、唐英傑案
等。鄭若驊表示，在黎智英保釋案中，清楚表明在
理解香港國安法時，必須整體地檢視，達致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這當中亦解釋
了獲得保釋的條件。

至於正確理解基本法方面，去年亦產生相關案
例。她舉例說，在涉及 「一地兩檢」的案件中，法
院已說明基本法雖是1990年制定，但它是一個Liv-
ing Document（活文件），在保持重要原則不變情
況下，它仍會持續發展。

去年律政司參與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鄭若
驊形容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她憶述，由於立
法工作涉及文本非常多，很多同事要日以繼夜地進
行起草工作，真係令人感動。最終，立法會5月27
日通過法例，選委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得以在9月

及12月分別順利完成。

鞏固香港國際法律中心地位
國際層面上，香港去年亦取得不少進展，包括第

59 屆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亞非法協）年會
第3次在中國舉行。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首
次成為舉辦地點，並成立了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
中心。」鄭若驊表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日發表
了令人鼓舞的致辭，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中
心的地位。

去年10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貿法委）
亦在香港進行了貿法委第三工作組間會，這是聯合
國首次在港舉行工作組間會，其間探討了有關投資
調解改革方案。

國際貨物銷售方面，1980年通過的《聯合國國際
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是一項重要而廣受採納的商業
法條約，世貿組織幾乎所有主要貿易成員及大多數
參與 「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都是公約成員，惟公
約現時並不適用於香港。為在香港實施公約，律政
司去年向立法會提交了《貨物銷售（聯合國公約）

條例草案》並獲通過，政府正尋求中央政府協助，
以完成公約適港的必要步驟。

律政司還與聯合國貿法委、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和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落實借調本地法律專業人才計
劃。鄭若驊表示，計劃不單接受政府律師，同時亦
接受私人執業律師參與， 「這是一次突破！」

感謝國家推出灣區律考新政
去年以來，香港與內地多個政府部門亦簽署多項

合作和交流文件。鄭若驊介紹，律政司去年7月與
最高人民法院簽署加強交流合作會談紀要，就破產
及債務重組方面達成互相認可和司法協作機制，有
助提升投資者信心，以及平衡債務人權益，同時亦
減少了公司倒閉風險。

鄭若驊亦感謝司法部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
考試和相關培訓政策。首次律師執業考試於2021年
7月順利舉行，並於9月公布成績。通過考試取得相
關執業證書後，香港法律執業者可受聘於大灣區內
地9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是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
律師事務所，並可成為大灣區內地9市的內地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她續介紹，司法部已公告2022年粵
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詳情，考試將於今年6月
11日在深圳舉行。

舉辦系列活動慶回歸25周年
今年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作為慶祝回歸的重點項目

之一，律政司將主辦與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相關的法律
論壇。

為幫助社會正確理解 「一國兩制」，認識憲法與基本法
的關係，律政司曾於2020年11月17日舉辦主題為 「追本
溯源」的 「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鄭若驊回
憶，在那次高峰論壇中，律政司邀請到很多法律專家進行
分享，社會回響很大。她說： 「今年4月4日，我們還將
舉辦基本法高峰法律論壇，以 『本固枝榮』為主題。」

鄭若驊表示，希望藉舉辦法律論壇，增進各界了解和
認識，向社會傳遞 「只要 『一國』之本做得好， 『兩制』
就自然做得更好的信息」。她說，律政司正籌備出版《基
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讓市民正確認識基本法，明
白基本法在起草過程中考慮的因素；基本法經過20多年實
施後累積了不少案例，涵蓋如何解釋基本法、基本法的適
用範圍等， 「希望透過這些案例，加深社會認識」。

「我們國家安全教育一刻也不會放鬆。」鄭若驊介
紹，律政司去年舉辦了以 「國安家好」為主題的法律論
壇，講述香港由亂轉治的局面。 「律政司今年還會舉辦
有關香港國安法的法律論壇。現時香港正由治及興，因
此決定將論壇主題定為 『興邦定國』。」她說，希望通
過法律專家的討論，讓社會更好地認識國家安全概念，
共同維護國家安全，令 「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多管齊下加強市民法治教育
踏入新一年，律政司將繼續舉辦 「香港法律周」，繼

續推動 「願景2030——聚焦法治」。鄭若驊介紹，活動
將在11月的第一星期舉辦。律政司會一如既往開展多個
項目，以多管齊下方式針對社會不同層面，市民大眾、
青少年及專業人士推出 「3E」法治項目，即 「Engage-
ment」（互聯互通）、 「Empowerment」（賦能起動）
及 「Enrichment」（增益提升），推廣對法治、憲法和
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認識。

她強調，法治教育非常重要，律政司會向教師提供憲
法、基本法、國家安全和法治的教材， 「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的開心日子，更加需要凸顯」。此外，律政司
亦會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小學校際法律常識問答比賽、
「明法創未來」短片創作比賽、推出 「明法·傳法」計

劃、 「法治之旅」等，向學生推廣法治。
現屆政府任期將於今年6月30日結束。回顧任內工作

時，鄭若驊表示自己非常高興參與到香港國安法的制定
落實、參與完成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

「2019年的 『黑暴』亂局後，香港找到了好（即香港
國安法與完善選舉制度）。做完這兩項好事後，讓 『一
國』的根扎得更深。 『一國』的根扎得深， 『兩制』的
實施會更好，最終達致本固枝榮。」

「一國」扎根深「兩制」會更好
對於香港未來，鄭若驊表示自己非常樂觀、非常有信

心。以前坊間有所謂憂慮 「香港的普通法會在50年後消
失」，她強調，國家對繼續落實 「一國兩制」的決心是
非常清晰的。因此，香港只要做好 「一國」工作， 「兩
制」尤其是普通法就會繼續運行。

鄭若驊指，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司法獨立非常穩固，即
使面對恐嚇及外界抹黑，法官仍能夠不受干涉，獨立依
據法律及證據作出判決。她重申，司法獨立是法治的根
基，任何人都不能隨意干預並須守法。 「希望2019年的
『黑暴』亂象不再發生，正是那種視法律不存在的行為

讓香港法治受到衝擊！」她說，希望我們所有執法、檢
控、司法機關人員，始終堅持中立持平，維護好香港的
秩序與法治。

香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後， 「愛國者治港」方針
進一步落實；而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社
會各界均期望香港踏入良政善治新時代。鄭若驊表
示，新屆立法會符合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
衡參與性的特點，期望立法會議員能用好在此制度
下營造出來的協商環境，客觀理性地參與政策討
論。

鄭若驊指出，現時制度可有效減少及防範議會出
現極端化情況，有助議員理性地進行討論。 「希望
議員在討論議程時，能夠以人民福祉為依歸，以人
民為中心，令香港於國家的發展更有利。」她說，
隨新一屆立法會任期展開，律政司計劃今年提出
兩項立法建議，分別涉及內地與香港相互認可和執
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以及仲裁結果收費架
構。

回歸以來，香港與最高人民法院達成多份司法協

作安排，為區際商事爭議解決發展帶來改變，當中
包括2019年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鄭
若驊表示，安排有助建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律政司正就立法建議進行公
眾諮詢，期望今年上半年可提交立法會審議，為兩
地當事人提供更好保障。

律政司今年另一項重點工作是落實《與仲裁結果
有關的收費架構》報告書提出的建議。為鞏固香港
仲裁中心地位，法律改革委員會早前發表《與仲裁
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報告書，建議容許律師與當
事人訂立3種收費協議，即按條件收費、按損害賠
償收費或混合式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鄭若驊表
示，現時不少司法管轄區已有類似安排，為提升香
港作為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競爭力，希望盡
快將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以落實有關建議。

很高興完成完善選制立法工作

鄭若驊表示，律政司希望藉一系列
推廣活動，向社會傳遞 「只要 『一
國』 之本做得好， 『兩制』 就自然做
得更好」 的信息。

記者 馮瀚文攝

香港疫情持續擴大，昨新增
14 宗確診，有 10 宗屬本地個
案，初步確診20多宗，最少3

宗源頭未明。因應個案多、 「火頭」 多的嚴峻情
況，政府昨宣布全港中學須在下周一（24日）或之
前，暫停面授課堂及所有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
假期，只有中六學生可以回校進行最多半日必要學
習及評核活動，從而準備中學文憑試。停課有助減
少學童之間的接觸，肯定有助遏制疫情，但這畢竟
只屬治標，顯然非長久之策；治本之道在於為學
童、教師和家長接種疫苗，應打盡打，藉以建立強
有力的免疫屏障。

這一波疫情對學校的影響異常明顯，迄今為止波
及至少17間學校，包括8間中學、4間小學和5間幼

稚園。因應年幼學童自理能力和衛生意識較弱，小
學及幼稚園上周五或之前已經停課，中學則維持面
授課堂。但鑑於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源頭不明個案
甚多，出於對學校師生的健康負責，也為了整體抗
疫需要，教育局宣布中學也要停止面授課程。上述
安排無可避免會對學生的學習進度造成一定影響，
但在生命和健康安全壓倒一切的大前提下，當然該
停就停、該關就關。

不過，在疫情已經折騰香港社會長達兩年後的今
天，大家也應思考：原有的抗疫模式能否持續？過
往兩年，學生先是被迫停止在校上課，改為網上學
習；疫情回穩並得以回校上課不久，又遇上疫情反
彈。結果，學生陷入停課、復課、疫情反彈、再停
課的循環當中。雖然停課確實有助減少不必要的社

交接觸，遏制病毒傳播，但其弊端也相當多，包括
導致家長必須騰出更多時間照顧子女，難以專心工
作，更重要是削弱學童的學習效果，影響學業和個
人成長。

治標終歸是不徹底的，治本之道，當然是借助疫
苗這一利器。特區政府在聽取專家有關疫苗適合青
少年接種的意見後，先後於去年6月和12月，將接
種復必泰和科興疫苗的年齡調低至12歲，這對避免
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至關重要。可是，隨會削弱
疫苗效力的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加上已接種兩
劑疫苗的12至19歲人口不足六成，香港仍有進一步
提升接種率的迫切性。

事實上，政府 「谷針」 可謂不遺餘力，例如批准
5至11歲兒童自今日起接種科興，下月16日起開始

接種復必泰。但從過往情況看，總有一些家長顧慮
多多，不單自己拒絕接種，也會阻礙子女接種。為
了防疫，為了整體利益，政府不應僅僅 「呼籲」 仍
未接種疫苗的教師、家長及學生盡快打針，而是應
該研究強制接種，爭取盡快建立和鞏固免疫屏障，
為讓學童安心回校上課創造積極條件。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去年12月底提出，希望3月時接種率達九成以上。
要達致這個接種率，必然要應打盡打，盡可能擴大
疫苗接種人口，包括學童。事實上，強制接種已成
國際大趨勢，包括奧地利、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都積
極推動，因為這是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避免學童
陷入停課、復課、再停課循環的正確途徑。

停課治標 接種治本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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