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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計在於春，隨十三屆全國人
大五次會議、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
在京完成各項議程，2022年全國兩會正
式圓滿落下帷幕，這一匯集民智、反映

民意、影響民生的盛事，鼓舞了全國人民的信心，奏
響了團結奮鬥的號角。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飽滿的政治
熱情和高度負責的政治擔當，不負重託、認真履職，保
證了大會各項任務的圓滿完成。在安排緊湊、任務密集
的情況下，會議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體代表委員認真審議
文件、深入協商交流，充分展現了我國政治制度的優
越性。兩會是民主政治的載體，也是凝心聚力的平
台。在接下來的各項工作中，把兩會成果貫徹好、落
實好，把兩會精神傳達好、詮釋好，就能把思想和行
動統一到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匯聚
到共築中國夢上來。

乘勢而上開新局，實幹奮鬥謀新篇。2022年，我們
將迎來黨的二十大召開，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進程中
十分重要的一年。這次兩會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不
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需要

全國上下錨定目標不放鬆，把既定的目標任務一項一
項落到實處，把增進民生福祉的事情一件一件辦
好。歷史和人民將發展的接力棒交到我們手中，我
們決不能辜負這份信任與重託，一定要扛起應有的
使命，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當前，國內外形勢紛
繁複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愈是面對艱難險阻，愈要把握大勢、增強信心，愈
要匯眾智、聚群力，在團結奮鬥中化危為機。充分
發揮政治協商機構的獨特優勢，以協商有效凝心、
以凝心實現聚力，更好地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
理效能，為確保順利召開黨的二十大，為奪取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作出新貢獻。

中央關切維護香港利益
行穩致遠，必須堅持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確保

「愛國者治港」 。兩會期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會見港區政協委員時強調， 「愛國者治港」 是 「一
國兩制」 正確落實的關鍵，如果 「一國兩制」 行得正
確，50年後沒有必要改變，並且寄語愛國者要 「有情
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 ，充分彰顯

了中央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
護和最大關切。在面對諸多困難和挑戰的同時，國家
仍未忘記關愛香港。中央急香港同胞之所急，適時調
配醫護人員，馬不停蹄為香港建方艙醫院，全力保障
香港民生物資供應，中央的關懷和支持是香港戰勝疫
情的最大底氣。面對如此困境，香港各界愛國者，不
論是政府官員、議員還是人大政協，更應以大局為
重，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充分利用各自的資
源和能力，配合中央支援香港，團結社會各界渡過疫
情難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舵穩當奮楫，風勁好揚帆。兩會是一次總結，更是
一次揚帆再出發的動員。把 「兩會時間」 當做接續奮
鬥、砥礪前行的節點，把 「兩會精神」 融入到日常工
作中，堅定必勝的信心，激發昂揚的鬥志，付出扎實
的努力，我們完全有能力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創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
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奮發進取、
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
二十大勝利召開！

學研社成員 文武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兩會鼓信心 奮鬥開新局

夏博義以「法」亂港值得社會反思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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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集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 3 月 1 日接

受警方國安處警誡會面後，舉家連夜離
開香港，經土耳其赴英，事件引起社會
討論。夏博義就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後，

立即提出要推動特區政府修改香港國安法，意圖利用
大律師公會反國安法，但原來，是他自己有涉嫌違反
國安法的行為。夏博義可以輕易地利用法律專業人士
的身份，以私害公，將大律師公會用作政治工具，損
害香港法律界的利益，破壞香港憲制秩序，值得香港
社會反思，從中汲取教訓。

夏博義於 3 月 1 日應警方預約，前往灣仔警察總
部，錄取警誡口供，並被要求交代涉嫌違反國家安全
等行為。據悉，事件與夏博義創辦的 「香港人權監
察」 有關，警方要求他交代這一組織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的行為。據媒體報道，該組織被指與 「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 有政治聯繫，自 1995 年起收取近 1500
萬港元款項，其中更有份資助2014年 「違法佔中」 。
夏博義本人亦在國安法落實生效之後，出版中文版
《捍衛自由：和平示威簡史》，其中亦有涉及煽動的
內容。夏博義接受警方的警誡會面之後，當晚帶同妻

兒離港，經土耳其前往英國。
夏博義2021年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剛上任就提出

要推動特區政府修改國安法，指國安法中有些條文違
反了人權、法治，引發一場政治風波，將大律師公會
引入一個搞政治對抗的危險境地，破壞了大律師公會
與中央的互信、溝通，對香港法律界的利益也造成重
大的損害。

專業人士知法違法
夏博義公然地將大律師公會用作政治工具，挑戰國

家憲制，引起社會各界對他本人具有外國政黨背景表
示關注，也對他個人的政治意圖有所警惕。現在看
來，還不僅如此，從警方的調查來看，他本人也涉及
違反國安法的行為，他反對國安法，很可能還與個人
私利有關。

夏博義竟然可以隨意地以私害公，將大律師公會利
用為謀求個人私利的工具，背後到底反映出哪些問
題，值得大律師公會反思。大律師公會必須切實汲取
夏博義事件的教訓。

利用法律專業人士的身份，利用法律社團組織搞政

治，夏博義不是唯一的個例。香港社會一向重視專
業、信任專業人士，而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有人利用
市民和社會各界對專業人士的信任，有意地誤解《基
本法》和 「一國兩制」 ，以及香港國安法，把香港引
入危險的境地，引發政治爭拗，引起社會動蕩，香港
在這方面的教訓深刻，值得社會反思。

從夏博義的例子看，夏博義一直站在維護法治、維
護人權的道德高地之上，利用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身
份，挑戰國家憲制，誤導社會，抹黑國安法；而他本
人，卻存在不守法的問題。不僅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存在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國安法落實生效之
後，仍有涉嫌違法的行為，更因此受到警方的調查，
這不是知法違法又是什麼？

作為法律界的專業人士，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
要尊重法治，夏博義不僅涉嫌知法違法，更在受到警
方調查後，選擇了舉家逃離，逃避法律責任，這不是
對法律的背叛又是什麼？

夏博義雖然已逃走，但警方的調查不能停下來，應
該繼續守護法治，維護司法的正義，依法查明真相，
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切實維護香港的法治。

國際
視野

俄烏戰事打響，上月底，在各方壓力
下，美國與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終於宣
布禁止俄羅斯使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
會（SWIFT）國際結算系統，啟動了這

個俗稱 「金融核彈」 的制裁。
SWIFT 成立於 1973 年，是國際銀行同業間的非營

利性合作組織，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 多
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企業使用SWIFT系統進行金
融資訊傳輸。2021年，SWIFT系統每天處理的金融資
訊4200萬條，對於全球金融業而言具有戰略意義。一
個國家被排除出SWIFT系統，相當於某個人在社交媒
體中被刪號，會對該國的外貿與國際結算造成重大打
擊，進而影響到國際貿易。在伊朗金融機構被踢出
SWIFT系統之後，伊朗損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
和30%的對外貿易。俄羅斯前財政部長阿列克謝·庫德
林在2014年9月曾估計，將俄羅斯排除在SWIFT系統
之外，將在一年內導致俄羅斯經濟萎縮5%。

但制裁永遠是一把雙刃劍。早在2014年，俄羅斯就
創立了俄羅斯銀行金融資訊系統（Financial messag-

ing system of the Bank of Russia， 簡 稱 「SPFS 系
統」 ），複製、模擬SWIFT系統，有亞美尼亞、白俄
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瑞士等國
的23家銀行加入，20%的俄羅斯境內轉帳通過SPFS完
成。雖然在規模和認受性上無法跟SWIFT系統相比，
但並非毫無應對準備。

俄羅斯是歐洲能源的最大來源，今次歐美制裁俄羅
斯，也並非將所有俄羅斯企業和金融機構踢出
SWIFT，就是考慮到歐洲的能源需要。如果歐洲和俄
羅斯無法就能源貿易結算，歐洲的能源通脹會馬上上
天。可見歐美仍然是投鼠忌器。

中國應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良機
另一方面，SWIFT說到底也只是一個 「群」 ，技術

上並無什麼不可超越的地方，只要多人用就可以。被
制裁的國家愈多、貿易愈多，到頭來會促使其他國家
組成新的 「群」 。SWIFT制裁的威力，說白了只是美
元和歐元的威力使然。今年1月，美元在國際結算中
的份額達39.92%、歐元有36.56%、英鎊佔6.30%，三

者加起來佔了83%。但這個比例與國家貿易的比例並
不匹配，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大國，在出口中佔的
比重達 15%，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的份額卻只有
3.2%。這是由於歷史原因，國際貿易習慣用美元結
算，加上人民幣未自由兌換之故。

可以想見，如果愈多國家需要擺脫SWIFT，就會促
使國際間非美元交易的比重愈來愈大。而中國以其龐
大的貿易體量，在這方面佔盡先機。據說俄有些銀行
已經開始轉用中國的人民幣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
（CIPS）結算系統，這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有好大幫
助，可以全面提升人民幣結算需求，加速人民幣國際
化進程。中俄已多次續簽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一
些大型銀行在俄羅斯也設有當地子公司，可以便利俄
羅斯企業進行貿易匯款。因此中國堅持繼續與俄羅斯
進行貿易，反對通過制裁來解決紛爭，是正確的態
度。

中國要在國際貿易扮演更重要角色，就必須加快國
際化部分，加大人民幣境外資金池。對此，香港作為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吳桐山

美用SWIFT制裁俄或動搖美元霸權

面對來勢洶洶
的 Omicron 變 種
病毒，特首林鄭
月娥在接受新華

社專訪時重申，抗擊疫情是特
區政府的頭等大事，會切實負
起主體責任，盡快穩控疫情。
她並稱全體公務員都知道抗擊
疫情是頭等大事，是壓倒一切
的任務；公務員需要到前線參
與抗疫工作，不論是參與支援
病患，還是在社區隔離設施服
務。

特首的表態反映特區政府充
分理解到香港抗疫的形勢，了
解到這是一場關係全港安危的
「戰爭」 ，必須有全方位的動

員、有全盤的策略，並且有強
大的執行力，才有戰勝疫情的
可能。特首的講話顯示出特區
政府抗疫的決心，下一步就是
要積極落實各項抗疫策略，制
訂抗疫路線圖。各界也應團結
支持特區政府，在疫情面前，
團結永遠是最好的特效藥，互
相埋怨、互拖後腿只會妨礙抗
疫工作。

特區抗疫路線圖
林鄭又稱為加強新聞發布工

作，將每日召開記者會，讓政
府各部門交代工作進展，特區
政府亦宣布了一系列抗疫新措
施。這反映特區政府在抗疫上
已經進入戰鬥狀態，在中央的
大力支持下，以及聽取了內地
專家組的意見後，在抗疫上有
章法、有部署、有規劃。特區
政府當前的抗疫策略，就是以
推動 「減感染、減重症、減死
亡」 （三減）為突破點，大幅
減低患者特別是長者的死亡
率，之後在下一階段進行 「全
民檢測」 ，全面排查傳播鏈遏
止疫情。當前重點是集中一切
資源搶險救人，之後在疫情高
峰過去後再截斷傳播鏈，這就

是特區政府的抗疫路線圖。
毋須諱言，香港在應對第五波疫情初期，處處陷入

被動，特區政府固然有不足，包括在抗疫策略上舉棋
不定，在抗疫資源上準備不足，以致在處理上未夠果
斷，這些都應該檢討，但反對派的干擾和破壞，同樣
令特區政府在抗疫上左支右絀，令政府錯過了防疫的
最佳時間。

經過疫情初期的慘痛教訓，特區政府也坦承不足，
不斷改進。在抗疫策略上，特區政府由初期的 「見步
行步」 ，到現在對疫情統一認識，以推動 「三減」 為
突破點，重點是集中搶險救人，體現 「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 抗疫總思路。針對政府資訊的問題，特首每
日親自主持記者會，以更準確發放信息，安定民心，
這些都反映特區政府已進入狀態，切實負起主體責
任，這是香港抗疫一個積極信號，讓各界有更大的信
心打好這場 「疫戰」 。

特區政府明確了抗疫的任務、要求和方向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是執行落實好，特別是梁萬年等內地專
家組來港期間就抗疫提供了大量切實可行的意見，包
括借鑑內地 「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
救治」 的 「四集中」 做法，將有限的資源用在 「刀
刃」 上，對重症患者精準救治。又如對於全民檢測，
梁萬年稱全民檢測需要把握時機，例如用什麼方法、檢
測出來的患者和密切接觸者如何管理都要加以考慮，
作出周密安排等，特區政府應該積極聽取和執行。

團結是最強免疫力
林鄭在訪問中多次強調將帶領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

體責任，盡快穩控第五波疫情。要負起主體責任，特
區政府就需要顯示出更大的承擔，向公眾明確提出抗
疫的時間表、路線圖，讓公眾了解特區政府將如何打
贏這場疫戰。

近日各界都見到政府的抗疫表現逐漸顯示出章法，
外界都期望政府更加積極有為，以更強的統籌力、執
行力，落實各項抗疫措施。抗疫不止特區政府、也不
止特首一個人的事，社會各界都需要同心抗疫，團結
是最強免疫力！全力支持政府抗疫，是當前唯一的選
擇。

在大疫面前，團結是社會最強的免疫力，疫下香港
沒有分裂、對立的空間，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團結抗
疫，一切以抗疫為先，任何損害團結、 「借疫煽亂」
以至各種 「陰陽怪氣」 的言論，都是在拖抗疫後腿。
「積土成山，積水成淵」 ，一個團結的香港社會，將

會形成一股磅力量，足以應對任何的挑戰，更是大
疫之後有大治的重要基礎。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文化旅遊助疫後經濟復蘇
日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在本港
受到第五波疫情來襲的危急之
際，本次的預算案以 「穩」 為最
重要的核心原則，提出一系列短
期紓困措施，延長了對中小企的
融資擔保及特惠貸款 「穩」 就
業，並提出了發放電子消費券、
交通津貼、減免薪俸稅等 「穩」
民心。

目前政府的施政主要集中在處
理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機，正如 「財爺」 所講，只有處
理好疫情，盡快與內地通關，才能發揮香港的區位優
勢，真正將經濟重新引導上正軌。與此同時，筆者認
為亦要開始積極考慮疫後如何恢復經濟。

以受到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零售業及旅遊業為例，
雖然疫情緩和之後或會迎來短暫的 「報復式」 消費，
但若論長久之計，仍須製造更多有吸引力的獨特旅遊
景點，招徠更多旅客。在本次預算案中，政府針對旅
遊業的復蘇，預留12.6億港元作支援，當中6億港元
用作設立 「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 ，開發文化旅
遊元素。

筆者認為， 「文化旅遊」 是個很值得開發的領域，
因為有文化底蘊的旅遊景點，例如一些古城、歷史遺
、藝術博物館等，更能讓人有「歷久彌新」之感，往
往能成為吸引遊客反覆前往遊覽的誘因。素有「音樂之
都」美譽的維也納，其文化底蘊吸引了諸多音樂會、電
影節或藝術節在此舉辦，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旅客人
數。除了一些本地的古蹟，目前政府對西九文化區的規
劃有積極效果，戲曲中心、「M+」、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等都將在日後成為香港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

積極發展維港水域
此外，筆者認為，維港作為本港最有代表性的景

點，還應增加維港海濱長廊的藝術設施。現時政府為
海濱長廊設置不同主題區域的模式對市民來講有一定
的新鮮感，但長遠而言，可以參考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長堤公園的美人魚雕像，或新加坡魚尾獅公園等，考
慮將海濱長廊建成藝術長廊，並舉辦文化藝術活動
（如展覽、戶外工作坊、導賞團等），致力形成時尚
文化陣地、文化地標。

同時亦不可忽視 「親水」 活動對整體維港發展的提
升作用。例如，增設遊艇碼頭、會所、俱樂部、水上
運動中心等多種水上活動場所，不但能夠帶動相關產

業的經濟效益，更可增加城市活力，形成嶄新的維港
景貌，推廣水上康樂體育活動和親水文化，從而帶動
整個香港進一步升級成為國際旅遊之都，產生更多就
業機會。

雖然香港的遊艇業起步較早，1893年香港遊艇會便
設於銅鑼灣，然而近年來卻受到泊位不足的掣肘，行
業發展受到阻礙，甚至逐漸有被鄰近地區趕超的苗
頭，例如海南、新加坡等。根據海事處的最新數據，
截至2021年底，本港已領牌的船隻中，第IV類遊樂
船隻（包括機械輔助帆船、遊樂船及開敞式遊樂船）
共有11767艘，然而私人泊位卻僅有1905個，供需嚴
重失衡。

目前，維港僅有銅鑼灣的香港遊艇會，且地處相對
繁忙的水道。筆者認為九龍地段亦應該有相應的遊艇
俱樂部，一來可以繞開市區繁忙地帶，二來更易前往
遊艇活動聚集地新界東北。其中，諸如油塘一般天然
擁有三面陸地條件的地帶，只需要築起一道防波堤，
便可優先考慮作為設立遊艇會之地。

藉施政報告中特首表明不反對檢視實施了超過20
年的《保護海港條例》，筆者認為政府應該一併考慮
將更多維港水域及海濱地域發展為親水活動場所，增
加維港的整體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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