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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業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敖敏輝 深圳、廣州連線報
道）香港太平紳士、原香港律師公會會長林新強也表示，業界
對此非常振奮，相信相關政策可以更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
合。但希望准入門檻可以適當降低，讓一定數目的香港律師可
以實現。他指，讓香港律師通過考國家的司法考試到內地執
業，難度很大，從過去的情況來看，通過內地司法考試的，大
部分是“新港人”，本土成長的香港人通過考試的寥寥無幾，
如果想吸引香港本土的年輕律師去考試，需要降低門檻。此
外，香港還有許多資深的大律師，若是資深律師，有一定年
紀，就算考取簡化版的內地司法考試都有困難，但他們的經驗
比較豐富，希望可以研究讓這些律師在某一個特批的領域提供
法律服務。

而對於港澳律師究竟通過什麼形式的考試獲得相關資格，
香港麥家榮律師行合夥人趙志鵬律師表示，鑒於兩地不同的法律
制度和考評體系，希望內地對香港律師設置的特定考試，可以更
多地從實踐型或操作性角度入手，加入兩地法律實操上的比對，
而非傳統的理論性考試（如選擇題、論述題等）。其次，在考試
形式方面，也可以增加面試的比例，更多考察該律師的邏輯思
維、語言表述等方面，而非固定在傳統答卷上。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
2019年修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協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揮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的專
業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等灣區九市開展試點工作，符
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
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具體試點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試
點辦法印發之日起算。

港澳業者：擴服務範圍
對此，大灣區的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期

待，但希望在考試方面，適當降低門檻，讓更
多香港律師有機會到內地執業。

全國首家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
李黎聯營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表示，

港澳律師到內地執業有一定市場需求，“因為
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國
際人才，特別是能做海外業務的國際人才，香
港律師是英美法系律師，對國際規則比較熟
悉，語言能力也比較強，有國際經驗，如果能
夠允許更多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是很好的事
情，這也是‘一國兩制’下法律制度進一步融
合的體現。”她表示，內地客戶在海外的投資
多是通過在香港設立窗口，到全球投資；香港
本地的律師更熟悉中國文化，機會更多。

她指，以前香港律師到內地的路徑是通過
內地司法考試，拿到執業資格，再通過實習考
核拿到證書。現在的路徑會簡單一些，通過考
試掌握了一些內地的法律知識，提供一些內地
的法律服務，相當於擴大了原有的服務範圍，
讓香港律師有更多發揮空間。

加快灣區法服規則對接
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

所高級合夥人、澳門律師李煥江表示，去年中
央在扶持法律界的政策上，已公布了允許港澳

律師通過特定考試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資質，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此次決定，為港澳律師在大灣區發展開闢了更
大空間。

他介紹，現時港澳律師在內地，無論是依
法提供法律顧問還是開設代表處或合夥聯營，
僅提供涉港澳方面法律服務；內地法律事務僅
可由相關內地律所內地律師提供。全國人大常
委會此次決定將拓寬符合條件的港澳律師在內
地執業範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和法
律服務規則對接。

他舉例，在一些繼承案件中，根據澳門法
律，有些財產僅由被繼承人的配偶和子女繼
承，但如果按照內地法律，則還包括其父母，
且有些內地案件雖然程序上是使用內地訴訟
法，但實體法上可能使用港澳法律；因此，港
澳律師的參與將會給客戶帶來更多元分析和選
擇。

他期待盡快制定相關試點辦法，除了可以
讓港澳律師到大灣區為民商事個案提供法律服
務，也可以承接涉港澳刑事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
議通過決定，批准港澳執業律師或大律師在通過考試後，可
在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提供民事、商業及仲裁等法律
服務。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11日發聲明指，是次決定回應
了早前香港法律界的建議，相信此舉能促進兩地法律專業人
員有更多合作，提升兩地仲裁服務質素。

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
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
作的決定》。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表示，強烈支持今次人大
常委會放寬香港律師和大律師赴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執業資
格，認為現時大灣區先行一步嘗試引進及完善新的仲裁模式，
將可為全國其它城市法院處理涉外案件提供參考和累積經驗。

同時，香港一向因擁有獨立司法制度、公正嚴謹的法官及
法律專業人才而備受稱譽，法律教育亦非常成熟，相信放寬現
有限制，令香港律師和大律師更容易獲取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
業的資格，能吸引更多合資格的法律專業人員到大灣區執業。
協會相信粵港兩地法律專業人員可在大灣區規劃下，探討促進
更多合作，包括進一步完善司法互助，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
進而提升粵港兩地間仲裁服務的質素。

港法專協：
提升兩地仲裁服務

■■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港澳律師執業 粵 市降門檻
將試點資格考試 業界：給客戶更多元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望賢、敖敏輝 北

京、深圳、廣州連線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一次會議11日表決通過，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廣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

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

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受訪港

澳律師表示，此舉將極大深化粵港澳律師行業合作，拓

寬了港澳律師發展機遇及融入大灣區發展勢頭。對於今

後推出的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港澳業界期待

透過創新做法，能夠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望考試增實踐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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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區
立法會真空期作出安排

法 律 依 據

◆憲法第31條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
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憲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
權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
以外的其他法律。

◆基本法第6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除第一
屆任期為兩年外，每屆任期四年。

◆基本法第158條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將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

法 律 依 據

◆根據香港法例第 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46
條，行政長官有權修訂、撤回或代替早前訂明第
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的公告。

◆根據香港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
安的情況時，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
例。

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
書11日下午主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一次會議閉幕會。在會議完成有關表決事項
後，栗戰書作了講話。

栗戰書指出，會議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
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
應當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勢，決定將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這是維護香港市民生命健
康安全、保障立法會選舉參與度和公平公正的重
要舉措，十分必要，合理合法。國務院對此表示
支持並提出了相關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決定，對選舉推遲情況下立
法機關空缺問題進行妥善安排，為維護香港法治
秩序、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常施政和香港
社會有序運行提供了憲制依據和法治保障。希望
香港社會各界在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帶領下，早日
打贏疫情阻擊戰，為盡快恢復經濟、改善民生創
造良好條件。

延任至新屆立會任期開始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8日

上午聽取了關於《國務院關於提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運作作出決定的議案》的說明。

8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的決定草
案進行了分組審議。

與會人員一致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行使制定、修
改和廢除法律，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
和公共開支等重要職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因應當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
勢，已決定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推遲一年。為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法
治秩序，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常施政和社
會正常運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等相關問題作出決
定，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原則，是必
要的、適當的。

根據決定，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
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
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後，
任期仍為四年。

港特首：確保特區正常施政和運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日第一時間

作出回應，表示衷心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
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作出決定，解決
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而令立法機關出現
空缺的問題。

林鄭月娥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定，作出具
權威性的決定，妥善解決立法機關因押後選舉出
現空缺的問題，既維護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法
治秩序，又能確保特區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會
正常運行，再次展示中央對特區的關愛和支
持。”

香港特區政府在7月31日宣布，鑑於疫情嚴
峻，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市民健康，並確保選舉
在公開、公平情況下進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決定將原定於今年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
選舉押後一年舉行。

由於基本法第六十九條訂明，立法會除第一

屆任期為2年外，每屆任期4年，因此現屆立法
會任期須於今年9月30日結束，特區立法機關將
在第七屆立法會產生前出現空缺。為解決這問
題，行政長官在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向中央人民
政府呈交緊急報告，尋求支持和指示。

國務院早前已回覆表示支持特區政府將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並會依法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作出決定。行
政長官亦於7月31日向社會詳細交代押後選舉的
理據。

人大常委會決定稍後刊憲
特區政府表示稍後會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刊憲，同時會通過刊憲撤銷早前行政長官根據
《立法會條例》第六條為配合換屆選舉而中止第
六屆立法會會期的決定，讓第六屆立法會可按需
要盡早恢復運作。

現屆立會續履職 延任不少於一年
人大決定解決港立會“真空期”栗戰書：提供憲制依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11日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
轉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第六屆立
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並初步就立法會恢
復運作交換意見。梁君彥之後見記者，認為議
員延任毋須再次宣誓，但延任應等同新的立法
年度，委員會正副主席需要重選，他亦呼籲不
同政治光譜的議員未來一年中能理性溝通、履
行憲制責任，帶領香港走出困境。

林鄭：押後選舉保市民健康
林鄭月娥向梁君彥重申押後立法會換屆選

舉是非常艱難的決定，但為了遏止疫情以及公
共安全和保障市民健康，並確保選舉在公開、
公平情況下進行，這決定是必須的。她欣悉政
府決定獲社會廣泛支持，包括立法會各建制派
議員。

林鄭月娥表示，目前香港疫情仍然嚴峻，各
行各業大受打擊；即使疫情緩和後，亦有大量恢

復經濟、紓解民困的工作須行政立法機關衷誠合
作。她期望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繼續領導下，
議員們可放下歧見和爭拗，重建互信，共同為市
民謀福祉。

她又指，特區政府正全速敲定有關中央人民
政府支持特區抗疫的工作細節，樂意稍後向議員
詳細交代。她亦會陸續分批約見現屆議員，聽取
他們的意見。

梁：參選被DQ議員料可延任
梁君彥之後見記者，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關

於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職的決定表示歡迎，認
為決定只應對疫情，無政治考量，只考慮香港
因疫情而押後選舉的情況。而早前報名參選被
DQ的議員是被取消第七屆立法會的資格，相
信不影響延任。對於人大常委會決定指明“不
少於一年”，他認為是人大保留空間以免有突
發事件，容許現屆議員延任至選出下屆立法會
是穩妥做法，大家毋須過分解讀字眼。

他又指，延任的立法會將於10月中復會，
以往議員只需在任期第一年宣誓，認為根據法
律應不需重作宣誓，但按照議事規則，內務委
員會、財務委員會等需重選正副主席。

至於是否需要補選以填補議席空缺，梁君
彥指政府會按選舉條例再作決定，而被裁定非
妥為當選的議員陳凱欣仍在上訴，所以仍是現
任議員。

對於攬炒派正討論“總辭”，梁君彥希望
議員履行憲制責任，呼籲不同政治光譜議員未
來一年能理性溝通，促進香港走出困境，珍惜
未來一年進行工作，若議員少爭論，法案可以
很快通過。

特區政府：議員毋須再次宣誓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11日晚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亦表示，所有現屆立法會議員會繼續
履行議員職責，而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及
《立法會議事規則》，議員毋須再次宣誓。

梁君彥籲不同光譜議員理性溝通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日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商討現
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安排。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11日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根據決定，今

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

後，任期仍為四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發表講話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決定，對選舉推遲情況下立法機關空缺問題進行妥善安

排，為維護香港法治秩序、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常施政和香港社會有序運行

提供了憲制依據和法治保障。受國務院委託，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

會上對《國務院關於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

法會繼續運作作出決定的議案》作了說明。對於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表示衷心感謝，認為解決了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而令立法機關

出現空缺的問題，既維護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又能確保特區政府可以

正常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行，再次展示中央對特區的關愛和支持。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11日在京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栗戰書委員長主持會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感謝相關決定為
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在2020年9月30日
後繼續履行職責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

她指，根據憲法，全國人大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權行使國家立法權，制定法律
及其他法律文書。今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按
憲法和基本法作出決定，完全是合憲和合
法，有關決定亦適用於香港。

人大決定 法理堅實
鄭若驊：

香港特首晤立會主席香港特首晤立會主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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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業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敖敏輝 深圳、廣州連線報
道）香港太平紳士、原香港律師公會會長林新強也表示，業界
對此非常振奮，相信相關政策可以更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
合。但希望准入門檻可以適當降低，讓一定數目的香港律師可
以實現。他指，讓香港律師通過考國家的司法考試到內地執
業，難度很大，從過去的情況來看，通過內地司法考試的，大
部分是“新港人”，本土成長的香港人通過考試的寥寥無幾，
如果想吸引香港本土的年輕律師去考試，需要降低門檻。此
外，香港還有許多資深的大律師，若是資深律師，有一定年
紀，就算考取簡化版的內地司法考試都有困難，但他們的經驗
比較豐富，希望可以研究讓這些律師在某一個特批的領域提供
法律服務。

而對於港澳律師究竟通過什麼形式的考試獲得相關資格，
香港麥家榮律師行合夥人趙志鵬律師表示，鑒於兩地不同的法律
制度和考評體系，希望內地對香港律師設置的特定考試，可以更
多地從實踐型或操作性角度入手，加入兩地法律實操上的比對，
而非傳統的理論性考試（如選擇題、論述題等）。其次，在考試
形式方面，也可以增加面試的比例，更多考察該律師的邏輯思
維、語言表述等方面，而非固定在傳統答卷上。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
2019年修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協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揮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的專
業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等灣區九市開展試點工作，符
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
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具體試點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試
點辦法印發之日起算。

港澳業者：擴服務範圍
對此，大灣區的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期

待，但希望在考試方面，適當降低門檻，讓更
多香港律師有機會到內地執業。

全國首家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
李黎聯營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表示，

港澳律師到內地執業有一定市場需求，“因為
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國
際人才，特別是能做海外業務的國際人才，香
港律師是英美法系律師，對國際規則比較熟
悉，語言能力也比較強，有國際經驗，如果能
夠允許更多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是很好的事
情，這也是‘一國兩制’下法律制度進一步融
合的體現。”她表示，內地客戶在海外的投資
多是通過在香港設立窗口，到全球投資；香港
本地的律師更熟悉中國文化，機會更多。

她指，以前香港律師到內地的路徑是通過
內地司法考試，拿到執業資格，再通過實習考
核拿到證書。現在的路徑會簡單一些，通過考
試掌握了一些內地的法律知識，提供一些內地
的法律服務，相當於擴大了原有的服務範圍，
讓香港律師有更多發揮空間。

加快灣區法服規則對接
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

所高級合夥人、澳門律師李煥江表示，去年中
央在扶持法律界的政策上，已公布了允許港澳

律師通過特定考試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資質，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此次決定，為港澳律師在大灣區發展開闢了更
大空間。

他介紹，現時港澳律師在內地，無論是依
法提供法律顧問還是開設代表處或合夥聯營，
僅提供涉港澳方面法律服務；內地法律事務僅
可由相關內地律所內地律師提供。全國人大常
委會此次決定將拓寬符合條件的港澳律師在內
地執業範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和法
律服務規則對接。

他舉例，在一些繼承案件中，根據澳門法
律，有些財產僅由被繼承人的配偶和子女繼
承，但如果按照內地法律，則還包括其父母，
且有些內地案件雖然程序上是使用內地訴訟
法，但實體法上可能使用港澳法律；因此，港
澳律師的參與將會給客戶帶來更多元分析和選
擇。

他期待盡快制定相關試點辦法，除了可以
讓港澳律師到大灣區為民商事個案提供法律服
務，也可以承接涉港澳刑事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
議通過決定，批准港澳執業律師或大律師在通過考試後，可
在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提供民事、商業及仲裁等法律
服務。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11日發聲明指，是次決定回應
了早前香港法律界的建議，相信此舉能促進兩地法律專業人
員有更多合作，提升兩地仲裁服務質素。

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
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
作的決定》。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表示，強烈支持今次人大
常委會放寬香港律師和大律師赴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執業資
格，認為現時大灣區先行一步嘗試引進及完善新的仲裁模式，
將可為全國其它城市法院處理涉外案件提供參考和累積經驗。

同時，香港一向因擁有獨立司法制度、公正嚴謹的法官及
法律專業人才而備受稱譽，法律教育亦非常成熟，相信放寬現
有限制，令香港律師和大律師更容易獲取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
業的資格，能吸引更多合資格的法律專業人員到大灣區執業。
協會相信粵港兩地法律專業人員可在大灣區規劃下，探討促進
更多合作，包括進一步完善司法互助，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
進而提升粵港兩地間仲裁服務的質素。

港法專協：
提升兩地仲裁服務

■■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港澳律師執業 粵 市降門檻
將試點資格考試 業界：給客戶更多元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望賢、敖敏輝 北

京、深圳、廣州連線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一次會議11日表決通過，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廣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

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

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受訪港

澳律師表示，此舉將極大深化粵港澳律師行業合作，拓

寬了港澳律師發展機遇及融入大灣區發展勢頭。對於今

後推出的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港澳業界期待

透過創新做法，能夠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望考試增實踐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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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業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敖敏輝 深圳、廣州連線報
道）香港太平紳士、原香港律師公會會長林新強也表示，業界
對此非常振奮，相信相關政策可以更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
合。但希望准入門檻可以適當降低，讓一定數目的香港律師可
以實現。他指，讓香港律師通過考國家的司法考試到內地執
業，難度很大，從過去的情況來看，通過內地司法考試的，大
部分是“新港人”，本土成長的香港人通過考試的寥寥無幾，
如果想吸引香港本土的年輕律師去考試，需要降低門檻。此
外，香港還有許多資深的大律師，若是資深律師，有一定年
紀，就算考取簡化版的內地司法考試都有困難，但他們的經驗
比較豐富，希望可以研究讓這些律師在某一個特批的領域提供
法律服務。

而對於港澳律師究竟通過什麼形式的考試獲得相關資格，
香港麥家榮律師行合夥人趙志鵬律師表示，鑒於兩地不同的法律
制度和考評體系，希望內地對香港律師設置的特定考試，可以更
多地從實踐型或操作性角度入手，加入兩地法律實操上的比對，
而非傳統的理論性考試（如選擇題、論述題等）。其次，在考試
形式方面，也可以增加面試的比例，更多考察該律師的邏輯思
維、語言表述等方面，而非固定在傳統答卷上。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
2019年修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協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揮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的專
業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等灣區九市開展試點工作，符
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
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具體試點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試
點辦法印發之日起算。

港澳業者：擴服務範圍
對此，大灣區的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期

待，但希望在考試方面，適當降低門檻，讓更
多香港律師有機會到內地執業。

全國首家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
李黎聯營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表示，

港澳律師到內地執業有一定市場需求，“因為
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國
際人才，特別是能做海外業務的國際人才，香
港律師是英美法系律師，對國際規則比較熟
悉，語言能力也比較強，有國際經驗，如果能
夠允許更多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是很好的事
情，這也是‘一國兩制’下法律制度進一步融
合的體現。”她表示，內地客戶在海外的投資
多是通過在香港設立窗口，到全球投資；香港
本地的律師更熟悉中國文化，機會更多。

她指，以前香港律師到內地的路徑是通過
內地司法考試，拿到執業資格，再通過實習考
核拿到證書。現在的路徑會簡單一些，通過考
試掌握了一些內地的法律知識，提供一些內地
的法律服務，相當於擴大了原有的服務範圍，
讓香港律師有更多發揮空間。

加快灣區法服規則對接
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

所高級合夥人、澳門律師李煥江表示，去年中
央在扶持法律界的政策上，已公布了允許港澳

律師通過特定考試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資質，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此次決定，為港澳律師在大灣區發展開闢了更
大空間。

他介紹，現時港澳律師在內地，無論是依
法提供法律顧問還是開設代表處或合夥聯營，
僅提供涉港澳方面法律服務；內地法律事務僅
可由相關內地律所內地律師提供。全國人大常
委會此次決定將拓寬符合條件的港澳律師在內
地執業範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和法
律服務規則對接。

他舉例，在一些繼承案件中，根據澳門法
律，有些財產僅由被繼承人的配偶和子女繼
承，但如果按照內地法律，則還包括其父母，
且有些內地案件雖然程序上是使用內地訴訟
法，但實體法上可能使用港澳法律；因此，港
澳律師的參與將會給客戶帶來更多元分析和選
擇。

他期待盡快制定相關試點辦法，除了可以
讓港澳律師到大灣區為民商事個案提供法律服
務，也可以承接涉港澳刑事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
議通過決定，批准港澳執業律師或大律師在通過考試後，可
在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提供民事、商業及仲裁等法律
服務。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11日發聲明指，是次決定回應
了早前香港法律界的建議，相信此舉能促進兩地法律專業人
員有更多合作，提升兩地仲裁服務質素。

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
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
作的決定》。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表示，強烈支持今次人大
常委會放寬香港律師和大律師赴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執業資
格，認為現時大灣區先行一步嘗試引進及完善新的仲裁模式，
將可為全國其它城市法院處理涉外案件提供參考和累積經驗。

同時，香港一向因擁有獨立司法制度、公正嚴謹的法官及
法律專業人才而備受稱譽，法律教育亦非常成熟，相信放寬現
有限制，令香港律師和大律師更容易獲取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
業的資格，能吸引更多合資格的法律專業人員到大灣區執業。
協會相信粵港兩地法律專業人員可在大灣區規劃下，探討促進
更多合作，包括進一步完善司法互助，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
進而提升粵港兩地間仲裁服務的質素。

港法專協：
提升兩地仲裁服務

■■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港澳律師執業 粵 市降門檻
將試點資格考試 業界：給客戶更多元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望賢、敖敏輝 北

京、深圳、廣州連線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一次會議11日表決通過，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廣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

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

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受訪港

澳律師表示，此舉將極大深化粵港澳律師行業合作，拓

寬了港澳律師發展機遇及融入大灣區發展勢頭。對於今

後推出的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港澳業界期待

透過創新做法，能夠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望考試增實踐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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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貸增速顯著放緩。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11日公布，7月新增貸款9,927億元（人民

幣，下同），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69萬億元，較

6 月分別大幅縮水 45%及 50.7%，廣義貨幣

（M2）增速則出現年內首次下滑。分析指出，數

據“失色”的背後，顯示貨幣政策回歸正軌，在

7月金融數據上得到體現，在經濟復甦勢頭延續

前提下，未來政策再寬鬆的預期降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金融數據“失色”寬鬆預期降溫

7月新增信貸降至萬億元以下，企業貸款尤
其是企業短期貸款驟降是重要原因，而

以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為主的新增住戶部門中長期
貸款，佔比超過六成。數據顯示，當月，住戶部
門貸款增加7,578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
1,510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6,067億元；企業單
位貸款增加2,645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
2,421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5,968億元，票據融
資減少1,021億元。社融融資方面，除對實體經
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
同比多增外，包括委託貸款、信託貸款、企業債
券、政府債券等在內均同比少增。

M2增速年內首次下滑
隨着貨幣政策邊際收緊，企業發行利率上

行，7月企業債券融資環比收縮1,000億元至

2,383億元，同比少增561億元；同時，股票融資
環比大漲677億元至1,21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622億元。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
三項非標融資均下滑，共減少2,649億元，同比
少減3,576億元。另外，由於股市火爆、存款搬
家，7月新增存款僅803億元，環比少增28,197
億元，同比少增5,617億元。

貨幣供應方面，7月末，廣義貨幣（M2）同
比增長10.7%，增速比上月末低0.4個百分點，為
年內首次下滑，不過仍比上年同期高2.6個百分
點；顯示企業經營活躍度的狹義貨幣（M1）同
比微升0.4個百分點至6.9%。

路透社引述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周
浩指出，除非經濟數據明確地掉頭向下，降準降息
預期應該沒有了，尤其對房地產還會明確打壓的情
況下，未來幾個季度很難有特別明顯的寬鬆預期。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王涵分析指，7月金
融數據明顯回落，央行明確要求均衡信貸投放節
奏，使信貸投放與實體經濟需求相匹配，同時銀行
機構在上半年大幅信貸擴張的基礎上亦有補充資本
的需求，銀行間市場利率上升也導致企業發債意願
下降，綜合導致信貸及貨幣投放放緩。貨幣政策邊
際變化，由前期“抗疫”模式回歸常軌，雖不會大
幅收緊，但會轉向結構性為主、精準滴灌。

分析：降準降息預期減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也表示，隨着

經濟逐步走向恢復階段，貨幣政策逐步向常態化
部署，明顯的降息降準可能性降低。未來幾個
月，貨幣政策更加注重“精準導向”，社會融資
規模仍繼續上升以支持年內剩餘的約4萬億元政
府債券融資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滬
深A股11日衝高回落，滬綜指盤中向上突破
3,400點整數關口，但因尾盤遭遇殺跌仍得而復
失。三大指數均跌超過1%，有分析稱這是主力
調倉換股所致。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40點，跌38點或
1.15%；深成指報13,466點，跌191點或1.4%；創
業板指報2,688點，跌46點或1.7%。兩市共成交

11,340億元（人民幣，下同），當日北向資金逆市
淨流入63億元。行業板塊中，僅有船舶製造、農牧
飼漁、銀行等少數板塊飄紅，貴金屬、軟件服務、
券商、有色金屬、多元金融等板塊跌幅居前。

中國銀保監會日前發布的二季度銀行業數據
顯示，上半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1萬億元，
同比下降9.4%；商業銀行平均資產利潤率為
0.83%，較上季末下降0.15個百分點。利空出盡

後，銀行板塊早市反而大幅衝高，後升幅隨大市
收窄，但仍有個股可圈可點，成都銀行飆逾6%，
杭州銀行漲近3%，常熟銀行、招商銀行、平安銀
行升1%。和信投顧分析，三大指數拉升至高位
展開震盪，個股分化加劇，主力調倉換股意願明
顯，技術層面滬指衝擊3,400點整數關口時，面
臨上方萬億級別的套牢盤壓力，前期熱門板塊基
本已是強弩之末，無法提供較強支持，市場需要
新的力量完成突破。廣州萬隆建議，從短線角度
要謹慎，低吸為宜，而從中期趨勢操作則需精選
個股，重視機構可能新建倉或調倉的方向。

主力調倉換股 滬A跌逾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中美互相制裁11名官

員，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丈夫潘樂陶持有的安樂工程11
日公布，安樂工程全資附屬公司Anlev（US）LLC擬出售美
國資產Transel Elevator & Electric Inc. 2%股權予
Mark Gregorio，代價140萬美元。

Transel Elevator & Electric Inc.為安樂工程擁有
51%權益的附屬公司，於協議日由買方Mark Gregorio
擁有29.4%權益，待交易完成後，安樂工程持有Tran-
sel Elevator & Electric Inc.股權由51%降至49%，將
不再為安樂工程的附屬公司。

安樂工程11日平收0.96元（港元，下同），成
交44.42萬元，公司市值13.44億元。

安樂工程減持紐約公司2%股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深圳市國企改革步伐加快。深圳市國資委
主任余鋼11日在該市國資國企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將把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深投
控）作為重點企業，將深投控建設成對標新加
坡淡馬錫的國資企業。

深圳訂3年國企改革方案
余鋼表示，40年來深圳國有資產年均增

長幅度是28.7%，到現在3.82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增長了2.46萬倍；今年上半年
在抗擊疫情大背景下仍取得了非常亮麗的業
績：營收達到3,031億元，營收增長5.1%；
利潤總額475億元，跟去年同期持平。為了
支持企業抗擊疫情，深圳國資旗下公司為民
營企業租用深圳國資場地減免了14.5億元資
金，接下來還會再免一個月，約6.5億元，共
計減免費用逾20多億元。

他說，近年來深圳推動國企綜改試驗
後，深圳國資委立即制定了一個未來三年區域
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實施方案的任務分工，在
9個方面、39條改革舉措、106項任務當中進
行部署落實，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國資委圍繞
城市國資定位開展補短板，通過重組、整合和
新建，搭建了城市特區建工集團、食品物資集
團、要素交易集團、智慧城市集團等幾個大平
台。另外在混改當中，國資委旗下混合所有制
企業比例達到了82.1%，資產證券化率達到
57.1%。

深投控最近已成為深圳第八家世界500
強，排在442位。公司董事長王勇健稱，深
投控將立足深圳城市發展戰略，聚焦科技創
新和產業培育，打造“科技金融、科技園
區、科技產業”三大產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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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11日公
布，7 月新增
貸款及社會融
資規模增量，
分別較 6月大
幅縮水45%及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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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88月月1010日日，，恆豐銀行喜慶總資產突破恆豐銀行喜慶總資產突破2020億大關億大關、、2020週年週年
、、分行分行2020家家！！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與全體董事喜切美金蛋糕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與全體董事喜切美金蛋糕
，，並代表董事會全體成員感謝銀行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並代表董事會全體成員感謝銀行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同時同時，，
感謝所有股東的信任以及廣大客戶對於恆豐銀行業務的長期支感謝所有股東的信任以及廣大客戶對於恆豐銀行業務的長期支
持持。。

20202020年年88月月，，休斯頓張要武藝術中心卻再傳捷報休斯頓張要武藝術中心卻再傳捷報、、好好
事連連事連連：：該中心兩位教育家張要武老師和陶文君老師該中心兩位教育家張要武老師和陶文君老師
，，分獲分獲20202020年度全美青少年大賽組委會頒發的年度全美青少年大賽組委會頒發的““金牌金牌
教師獎教師獎”，”，Wendy XieWendy Xie、、Sophia FuSophia Fu、、Ella LuElla Lu、、Teresa SoTeresa So
等 四 位 同 學等 四 位 同 學 ，， 在在 20202020 年 度 全 美 青 少 年 藝 術 大 賽年 度 全 美 青 少 年 藝 術 大 賽
（（Scholastic Art awardScholastic Art award））中榮獲全國作品金獎中榮獲全國作品金獎。。其中其中
Teresa SoTeresa So同學還獲得了同學還獲得了National MedalistsNational Medalists。。

CBACBA66月順利重啟月順利重啟。。 20202020年年77月月33日晚日晚，，作為神秘嘉賓聯賽疫情防控首席作為神秘嘉賓聯賽疫情防控首席
專家專家，，鐘南山院士及夫人李少芬鐘南山院士及夫人李少芬““空降空降””廣東東莞籃球中心觀看廣東東莞籃球中心觀看CBACBA複複
賽比賽賽比賽。。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現場採訪了兩位嘉賓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現場採訪了兩位嘉賓，，並贈送了兩件並贈送了兩件3636號球號球
衣給兩位衣給兩位。。鐘南山和太太李少芬均是鐘南山和太太李少芬均是19361936年出生年出生，，李少芬是上世紀李少芬是上世紀5050年年
代中國女籃國手代中國女籃國手，，曾擔任中國籃協副主席曾擔任中國籃協副主席。。

20202020年年88月月66日日，，休斯敦藝術家休斯敦藝術家、、J&H Dance SchoolJ&H Dance School曉惠老師曉惠老師
來到來到Hughes LandingHughes Landing天高雲低的湖邊天高雲低的湖邊，，享受一周教學之餘的閒享受一周教學之餘的閒
暇時刻暇時刻。。

20202020年年88月月77日日，，世界名人網休市美食巡禮帶您走進有世界名人網休市美食巡禮帶您走進有3030多年曆多年曆
史的正宗史的正宗““美式湖南餐館美式湖南餐館””愉園餐廳愉園餐廳(Hunan(Hunan’’s Bistro & Sushi)s Bistro & Sushi)。。
聽小海夫婦講述愉園聽小海夫婦講述愉園3030年來在年來在West UWest U、、醫學中心醫學中心、、萊斯大學及萊斯大學及

周邊地區用湖南餐征服美國胃的故事周邊地區用湖南餐征服美國胃的故事
。。愉園日前正式加入休斯敦餐館週愉園日前正式加入休斯敦餐館週，，
推出午餐和晚餐套餐外送和外賣推出午餐和晚餐套餐外送和外賣，，在在
88月至月至99月第一周提供超一流的套餐月第一周提供超一流的套餐，，
並為休斯敦食物銀行提供愛心支持並為休斯敦食物銀行提供愛心支持。。

得克薩斯州地大物博得克薩斯州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人口稀少，，物產豐富物產豐富，，盛產棉花盛產棉花、、玉米玉米
、、高粱高粱、、葵花籽等葵花籽等，，20202020年年88月月88日日，，休斯敦本地華裔時尚達休斯敦本地華裔時尚達
人人、、電影明星電影明星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位於沃頓小鎮郊外一望無際的棉來到位於沃頓小鎮郊外一望無際的棉
田中拍攝外景田中拍攝外景，，體會成功和豐收的喜悅體會成功和豐收的喜悅。。

20202020年年88月月99日晚日晚，，大芝加哥地區華人華僑聯合會邀請著名律師王正東和黃志東就美國大芝加哥地區華人華僑聯合會邀請著名律師王正東和黃志東就美國
總統發布抖音和微信行政令總統發布抖音和微信行政令，，在美國華人華僑還能不能使用微信展開解讀在美國華人華僑還能不能使用微信展開解讀，，共同的結論共同的結論
是是，，讓子彈再飛一會兒讓子彈再飛一會兒，，4545天后執行此行政令美國商務部長給出細節才能知道結論天后執行此行政令美國商務部長給出細節才能知道結論。。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日日，，休斯頓民樂團休斯頓民樂團，，在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期間在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期間，，於於
88//22//20202020星期日下午星期日下午22點舉辦了第四次網上音樂會點舉辦了第四次網上音樂會。。魯小兵副魯小兵副
團長主持團長主持,, 楊萬青理事長組織專題講座楊萬青理事長組織專題講座，，請音樂專業人士講授樂請音樂專業人士講授樂
理知識和演奏技巧理知識和演奏技巧，，請見多識廣人士介紹各種新奇獨特的器樂請見多識廣人士介紹各種新奇獨特的器樂
與見聞與見聞，，請具有各種專長人士講解與音樂會相關的視頻製作轉請具有各種專長人士講解與音樂會相關的視頻製作轉
放保存各類知識放保存各類知識。。 3030位中西樂手參加的網上器樂雲合奏位中西樂手參加的網上器樂雲合奏《《我心我心
永恆永恆》》作為音樂會的壓軸作為音樂會的壓軸，，奏響了中國民樂抗疫新篇章奏響了中國民樂抗疫新篇章。。

網路買屋看屋好⽅便，但安全性誰來把關？

        網路買屋看屋必然有其便利性，在疫情期間，對於有買房需求的⼈來說，

或許是⼀個可能選擇，但是⾵險也⾼出許多。例如有許多房仲會跟屋主索取⾨

鎖密碼，⼀旦有潛在買家要看屋，房仲便提供密碼給買家，由買家⾃⾏輸⼊密

碼後即進屋參觀。屋主如何能夠控管來訪顧客的品質；買家如何確保⾃⾝參觀

時的安全，這都有待商確。要知道，雖然便利但是安全與否是很⼤的疑慮。

       ⽬前市場上⼤部分的做法，是潛在買家網路瀏覽房屋案件後，仍經由當地

的房仲親⾃帶進場看屋。這對於屋主的好處是，有第三⽅⼈協助監督與品管來

訪顧客的質量；對於房仲的好處是，他與買家在互動的過程中也有機會拿到這

位潛在買家⾝上的其他案⼦，擴⼤⾃⾝的業務範圍；⽽對於買家來說，房仲對

於物件的了解⼀定會⽐網路提供的資訊更⿑全，且能夠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根

據買家需求去做建議與規劃。。

Q
世界⽬前被疫情影響甚⼤，各⾏各業紛紛出現了遠距⼯

作的現象，網路給予我們很多便利，線上買屋看屋也成

了另⼀個選擇。賣家在電腦前動動⼿指便可輕鬆刊登賣

屋資訊，買家也可輕鬆便利地瀏覽各式案件。但賣房買

房乃是⼈⽣⼤事，難道真可「⼀指搞定」嗎？

聯⽲地產 Josie Lin 為我們解答

CCIM 國際認證不動產投資師
RE/MAX United 聯⽲地產負責⼈
RE/MAX  Life Time Achievement 終⾝成就獎得主

聯⽲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電話：346-387-9452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四 )

疫情下的 E 時代，網路買賣房屋得當⼼ 
有溫度的互動，避免你落⼊價格陷阱

        這些⾯對⾯交流的「⼈味」，是僅在網路買屋賣屋無法體驗到的，簡單來

說，就算⽬前網路買屋看屋⽇漸升溫，中間的橋樑還是得有「⼈」作為串連，

才能夠確保質量、做到安全品管以及最重要的 - 感受⼈與⼈之間的溫度。⽽在

疫情期間，雙⽅確實做好衛⽣管理和保持社交距離，還是能夠安全的互動！

        我們強調：「房仲其實就是銷售顧問，我們在過程中為賣家尋求利益的同

時，也盡⼀切所能照顧買家真正的需要。」買家透過房仲來尋找房⼦，房仲會

透過深度訪談，先了解對⽅需求後再推薦真正適合、符合預算的物件，即使剛

好沒有合適物件，房仲也能夠在有合適物件推出時即時與買家聯繫。

        在網路上，買家僅能按照系統排列的格式去瀏覽，並在賣家刻意呈現的畫

⾯中做虛擬實境導覽。⽽賣家若單純只想透過線上賣屋，有很⼤機會落⼊價格

圈套，例如有些賣家認知的區域⾏情與市場現況不同時，便可能吃了價格悶

虧，但若與⼀位專業房仲討論價格制定，房仲會全盤分析哪種價格對市場最具

吸引⼒。接著便是房仲的佣⾦分潤，若這些價格透過真正良性的溝通、檢討⽽

產出，賣家便能夠⾮常清楚的知道價格訂制⽅向。所以不要有迷思，覺得網路

買屋看屋可以省錢，因為實際上的損失才是更多。

聯⽲地產，主打三⼤服務深得顧客⼼

       房仲的專業不僅是懂房屋銷售市場，更要擁有溝通協商的能⼒，為賣家與買

家取得利益的平衡。我們在這⽅⾯有⾮常豐富的經驗，不僅是商業物件，住宅

買賣更有多年的經歷。在我們聯⽲地產旗下的房仲團隊，最⾃豪的便是提供⼈

際溫度、專業知識、溝通能⼒的服務，別⼩看這三⼤服務，這是與網路買屋賣

屋的最⼤差別。我們另⼀個主要特⾊是每個案件必會有兩位房仲來為顧客服

務，透過不同的房仲，所展現出的⼒道和精彩度也是截然不同，網路世界崛

起，對於房地產的影響很⼤，每種⽅式都有其優缺點。到底該選擇哪個⽅式買

屋賣屋，相信看完我們真⼼的分享，你⼼中已有定論。

        


	0813THU_B1_Print.pdf (p.1)
	0813THU_B2_Print.pdf (p.2)
	0813THU_B3_Print.pdf (p.3)
	0813THU_B4_Print.pdf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