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以下簡稱 「海牙會議」 ）在亞
太區的首個辦事處今日將落戶香港。中國外交部條約法
律司司長黃惠康表示，辦事處的成立是特區政府多年努
力，及中央政府鼎力支持的多贏結果，不僅有利於擴大
海牙私法會議在亞太區影響力，亦有助香港成為國際高
端法律服務及糾紛仲裁的中心，促進我國在國際法領域
樹立法治形象。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海牙會議港設亞太辦事處
提升內地與港在國際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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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針對中央政策組收回每
年2,000萬元公共政策研究撥款的審批權，即將卸任的
教資會屬下研究資助局主席錢大康昨日首度回應，表明
對此決定頗感突然，對於此舉是否涉及學術自由，他認
為目前言之過早，並透露以往的審批一直有中策組成員
參與。

錢大康表示，政府曾於 2005 年的《施政報告》承
諾，每年撥款2,000萬元推動高等教育院校的公共政策
研究。有關經費由中央政策組（中策組）分配，然後撥
予教資會。不過，研資局於上月獲中策組知會，中策組
會由2013至14年度起，直接接手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
劃的管理工作。

錢大康稱，對此感覺突然， 「2011 年的時候，曾
經承諾計劃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為止」。目前，研資局
在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下，共批核161項計劃。其中
65 項計劃已完成，96 項則仍在進行中。他坦言，科研
人員的工作需要一個平穩的環境，已與中策組會面，建
議審核機構的變化，不影響已批核的課題的資助。

談及中策組收回撥款，是否涉及本港學術自由，錢
大康回應，為了資助課題可最大限度地造福社會，在以
往的審批中，一直有中策組成員參與。現階段因中策組
的審批計劃仍未出爐，難有定論。他希望未來的審批過
程可公平、公開，尤其應由學者把關。

回顧入主研資局八年，卸任在即的錢大康表示，研
資局的資助金額逐年增加，由十餘年前的一億，達到目
前的每年十億，令其欣慰。他補充，自己所見的研資局
運作獨立、中立，沒有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響。

【本報訊】本港骨灰龕位長期供不應求，
慈善機構仁濟醫院與粉嶺蓬瀛仙館合作，在屯
門開設仁濟歷來首間骨灰龕堂 「思親公園」，
標誌着本港大型慈善機構正式加入骨灰龕市場
。思親公園佔地 3 萬呎，計劃興建不多於 5000
個龕位，首期 1176 個骨灰龕位，本月 19 日開
始接受申請，費用6.8萬元起。

位於屯門青山村的思親公園，投資超過港
幣 1.6 億元，已獲發展局核准為表例一級（即
合乎法律要求）的私營骨灰龕。樓高三層、以
道教為主題的主建築樓，地下至二樓設骨灰龕
位，三樓為供奉道家神像大殿。

思親公園提供的龕位全部為家庭位，可放
置兩個骨灰盅，首期只開放二樓共1176個龕位
供公眾申請。申請日期由本年 12 月 19 日至明
年1月16日，市民使用龕位須繳付許可費，而

龕位使用權不能轉讓，家庭位內兩個使用者必
須有近親關係。租約期與土地契約相同，至
2056 年 10 月 26 日。申請表可於仁濟醫院董事
局或蓬瀛仙館轄下單位領取，或上相關機構的
網址下載。

當局指，若申請數目超越首期供應量，將
以抽籤方式選出中籤者，並在報章刊登抽籤結
果及去信通知中籤者按時揀位。成功揀位的申
請人須簽署使用許可協議書，按協議書及章則
條文使用思園內設施，例如遵守園內只可舉行
道教的悼念或法會儀式的規定等。

當局表示，使用龕位的許可費會按不同方
向及位置定價，由 6.8 萬元起分多種類別，有
需要人士可透過交通銀行獲取私人貸款，而有
關收益扣除成本開支及管理費撥備後，將用於
慈善用途。

▶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 資料圖片

【本報訊】香港曲藝大聯盟昨約見民政事務總署及
康文署代表，就如何推動和扶持曲藝發展提出建議。大
聯盟代表會後引述康文署稱，計劃在高山劇場新翼附設
一個粵曲資料館，收藏及展示粵曲歷史文化資料。大聯
盟對此表示歡迎，希望融入更多曲藝元素。代表又稱，
署方對大聯盟意見回應正面，承諾會檢討曲藝駐場計劃
及增加租場審批透明度。

大聯盟昨日首次約見民政總署及康文署，倡議政府
在重視粵劇發展同時，不要忽視保育曲藝，應制定扶持
政策，讓曲藝健康成長。召集人周潔冰表示，康文署在
會上透露，署方計劃在高山劇場新翼開闢一個約 2000
呎空間，設立首個粵劇資料館，目前正聯繫學者做研究
，她建議政府多聽民間藝術家意見，收集更多文獻、影
音、黑膠碟等記錄曲藝歷史進程的文物資料。目前民間

有很多藝術家的收藏無處捐獻，設立資料館則是一個最
佳方法。

有份參與會面的香港粵劇曲藝協會副會長陳慧思表
示，會盡量向資料館提供資料，並發動民間捐獻，她估
計資料館會在明年年尾隨高山劇場新翼落成而對外開
放。

大聯盟又建議，政府應加強資料搜集研究，於西九
文化區設立曲藝文化資料館，方便公眾查閱資料，做好
保育與承傳工作；應提供硬件和軟件配合，增撥資源，
為業界創造優越條件和發展空間；在西灣河文娛中心設
立曲藝主場計劃；目前康文署轄下文娛中心和文化中心
場地少，曲藝活動租場次序低，希望政府檢討。

周潔冰說，署方反應正面，承諾作出檢討，並將盡
快給予回覆。

【本報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將於今、明兩天訪問上海
，出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
貿易發展局及中國香港（地區）商會聯合舉辦的 「亞洲國際
都會：新政府、新發展」研討會。

研討會於今日舉行，陳茂波將介紹香港特區政府過去幾
個月推出的一些新政策和措施，特別會就利用土地規劃政策
促進香港持續發展，提升香港的生活質素，以及香港專業在
內地的機遇等方面發表演說。同日，陳茂波將與在當地的香
港專業人士和商會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在內地的營商和工作
情況。

陳茂波明日將與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代表會面
，並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了解上海市最新的規劃情況。

此外，陳茂波亦會考察由舊建築改造成的1933老場坊及
8號橋。位於虹口區的1933老場坊原為上海工部局宰牲場，
於 1933 年建成，經上海創意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於 2006 年修
復後，現已活化為上海創意產業區，除有國際著名品牌進駐
外，亦提供場地定期舉辦各類文化藝術活動。

8號橋位於盧灣區，由八座上海汽車制動器廠舊工業廠
房改造而成，每座建築均有天橋相連，目前已成為上海知名
的創意產業園區。

陳茂波將於12月15日上午結束訪問行程回港。

▲2008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三屆亞太區會議在香港舉行三
天會議，討論設立亞太區辦事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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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條法司司長黃惠康表
示，設立海牙會議亞太辦事處
是中央支持的成果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海牙會議成立於1893年，是國際私法領域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通過制定國際公約，逐步統一各國間的民商事、兒童保護、婚姻家
庭等私法領域的法律規則。中國是海牙會議成員國，特區政府一直
派員以中央政府代表團身份參加海牙會議有關會議。

中央政府送給港的小禮
黃惠康昨日在香港城市大學公開演講時表示，海牙會議在亞太

區域的首個辦事處將於今日落戶香港，過往海牙會議偏重歐洲事務
，但隨着亞太區域的快速發展，海牙會議希望在亞太區成立辦事處
，以擴大在區內的影響力。辦事處成立後，主要工作包括推廣海牙
會議公約、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促進海牙會議公約在亞太區額落
實。

自從海牙會議在2008年提出在亞太區內設立辦事處，中央政府
從外交層面積極斡旋，並對設處提供捐款。黃惠康笑言，辦事處的
成立是特區政府多年的努力結果，亦是中央在香港回歸 15 年之際
，送給香港的一份 「小禮」，希望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維持
香港的穩定發展。

發展法律服務業極重要
黃惠康表示，法律服務業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很重要，該辦事

處的設立，充分證明國際社會對香港在相關領域的認可，並有助於

香港實現成為 「國際高端法律服務及糾紛仲裁中心」的戰略目標，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貿易、金融、服務三大中心的地位。此外，該
辦事處的設立，亦促進中國在國際法領域樹立法治形象，擴大影響
，進一步豐富 「一國兩制」在國際法領域的實踐。

海牙會議亞太區辦事處成立儀式將於今日在禮賓府舉行，行政
長官梁振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外交部條法司司長黃惠康、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將出席。4月份以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與海
牙會議密切溝通，現已分別與海牙會議達成《東道國協議》和《行
政安排備忘錄》，兩份文書將在辦事處成立儀式上正式簽署。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作
為國際法專家的黃惠康昨日在城大出
席 「國際法進校園」活動，發表題為
《中國外交戰略和周邊海洋安全形勢
》的學術演講。他個人認為，美國重
返亞太的部署，加劇了釣魚島問題升
級，他希望日方避免爭端升級，由中
、日兩國共同管控危機。

黃惠康在分析當前的國際形勢時
說，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
化，主要體現在西亞北非亂局、歐債
困局和亞太地區變局 「三局交織」，
「東升西降」成為大勢所趨以及新舊

秩序博弈加劇等。他認為，西亞北非
動盪局勢將長期化、複雜化、國際化
，歐債困局正由 「急症」變 「頑症」
，美國也將加大對亞太的戰略投入。

至於國際法的發展趨勢，黃惠康
說，當前國際法調整範圍和領域不斷
擴大，各國之間正圍繞國際規則的主
導權展開激烈爭鬥，制度性權力博弈
向縱深發展，同時國際法治逐步趨於
加強，各國越來越重視運用國際法來
維護本國權益，而國際法中的政治化
傾向也日益凸顯。

談及釣魚島問題，他表示，中國
在處理釣魚島爭端時，通過從政治、
經濟到外交層面的反制措施已取得
「階段性勝利」，但由於日方單方面

破壞了原有共識，兩國正尋求外交途
徑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共識。他認為共
識的核心包括日方應避免爭端升級，
須由中、日兩國共同管控危機。

「國際法進校園」活動由香港城
市大學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外
交部條約法律司合作舉辦，目的是向
香港青年學生介紹國際法發展和國家
外交工作的情況。

【本報訊】海牙會議今天在本港成立亞太區區域辦
事處，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撰文形容，這是香港
發展為國際法律中心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將因此成為
「全球法律橋樑網絡的重要樞紐」。文中亦談及特區政

府爭取把香港建成國際法律中心、爭取海牙會議在港設
立區域辦事處的心路歷程，以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袁國強撰寫題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全
文如下：

在香港發展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的歷程中，2012年
12 月13 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海
牙會議）在香港成立亞太區區域辦事處（區域辦事處）
的開幕儀式將於該日舉行。海牙會議在香港設立該區域
辦事處，代表對香港法律制度及 「一國兩制」的落實投
下信心一票，亦強化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區域樞紐的
地位。

政府政策
多年來，建立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一

直是香港政府的政策，早期的努力成果包括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中期成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會的國際仲
裁院於 2008 年在香港設立秘書處分處，成為其巴黎總
部以外設立的首個秘書處分處，亦是至今唯一的分處。
今年九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也在香港設立
首個在內地以外的仲裁中心。政府最近決定將前中區政
府合署西座部分地方預留給法律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也
有助落實這項政策。

這項政策對推動法治及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
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過往在不同場合已重申
現屆政府堅持維護法治的決心。雖然不宜在這篇文章詳
細討論法治這概念，但必須強調法治這概念包括本地和
國際兩個層面。確保港人可以享受《基本法》、人權法
和其他相關法律所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固然重要。但同樣
重要的，是要確保香港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基建能與其他
地方的相關制度及基建妥善地互動，並能在國際層面有
效率地運作，從而令香港與其他地方之間的活動，能夠
根據一套符合法治基本概念的共同標準進行和受規管，
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執法行動。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亦是公認的國際金融、航
運、物流及其他商貿活動的中心。香港能提供多樣化和
優越的本地及國際法律服務，亦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要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和維持在亞太區的競爭優勢，加
強香港在國際層面的參與，及確保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法
律基建走在國際發展的前端，確實至為重要。因此，維
持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地位的政策，必須
持之以恆。

海牙會議
參與海牙會議的相關會議，並爭取海牙會議在香港

成立區域辦事處，亦是落實上述政策的方式之一。
自從 1893 年舉行首次會議以來，海牙會議已蛻變

成為全球跨政府的組織，至今共有72 位成員（包括71
個國家和歐盟）。此外，愈來愈多的非成員國加入成為
《海牙公約》的締約成員。海牙會議的目標，是希望締
造一個世界性網絡，令當中的自然人和法律實體在不同
的法律體系下仍可享有高度的法律確定性。

海牙會議達致其目標的主要方法，是透過磋商、擬

定及採納不同國際私法範疇的多邊條約或公約。至今已
訂立的國際公約涵蓋層面十分廣泛，內容包括擄拐兒童
、跨國收養、保護兒童、國際追討供養子女及家庭費用
、離婚、向國外送達司法及其他文書、從國外調取民事
及商事證據、取消外國公文的法律認可要求、法院選擇
協議，及中介人持有證券而涉及的若干權益等事宜。這
些事宜並非只局限於與商貿活動有關的事情，也包括現
時日趨國際化的個人及家庭事務。

自從 1998 年以來，有賴《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香港的代表一直能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積極參與海
牙會議的相關會議。在 2008 年，海牙會議第三屆亞太
區會議更在香港舉行。自此，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
（特別是外交部給予的協助），香港一直致力爭取海牙
會議在港設立區域辦事處。到了2012年4月，相關的努
力取得成果，海牙會議常務及政策大會通過在香港成立
區域辦事處的建議。

前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貼切地將海牙
會議的工作比喻為在法律世界中建造橋樑，協助將不同
法律體系和傳統的司法管轄區連繫起來。按照這個比喻
，在香港設立區域辦事處能令香港成為這個全球法律橋
樑網絡的重要樞紐。

往後路向
香港該如何定位，對塑造香港的未來起着關鍵作用

。除努力不懈地維持法治及解決民生問題外，香港定應
繼續國際化。我們將進一步接觸及吸引其他享負盛名的
國際法律機構來港設立相關區域辦事處或中心，亦會加
強推廣香港作為區內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特別是仲裁及
調解方面的服務。基於香港現已取得的成果，加上相關
持份者的支持，我對這方面的未來發展感到樂觀及充滿
希望。

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201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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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國際法律相
關組織將遷入政府
山西座 資料圖片

袁國強：成為國際法律中心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