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

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4 責任編輯：楊　友 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寶島近日的一
場選舉，牽動了
兩岸四地、海內

外億萬炎黃子孫的心。不論在甚麼制度
下生活、所持政治理念為何的華人，都
十分關注這場選舉。一月十四日黃昏，
在一場冬雨之中，這場選舉終於曲終人
散。結果是：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得
到了51.6%的選票，超過了民進黨候選人
蔡英文所得的45.6%選票，兩者得票相差
6%，馬英九又贏了。

一方面，馬英九在大陸政策上的優勢
突出，佔據主動和有利地位。馬英九的
勝利，是「九二共識」的勝利，顯示大
多數台灣民眾認同以「九二共識」為主
軸的兩岸和平路線。台灣企業界和民眾
不希望失去兩岸「和平紅利」的心聲，
形成一股強大的支持馬英九的民意潮

流。
另一方面，有不少評論也指出馬政府

四年來種種施政的失誤，當中包括貧富
差距擴大，基層民眾被忽略、青年貧困
失業無改善等等。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
經，這些失誤我們香港市民當然絕不會
覺得陌生吧？凡此種種，是否就是拖低
馬政府民望的因素呢？答案肯定是的。
當老百姓生活過得不好時，管治者就得
想辦法「搞定」，否則就是沒有盡好責
任，要面對選民的「責罰」。

然而每個銀幣都有其另一面。過去四
年，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美
國的次按危機，引發出一場金融海嘯，
接踵而至的量化寬鬆、通貨膨脹乃至歐
洲債務危機，當真是沒完沒了。在這個
大環境之下，一些向來管治水平比較不
怎麼樣的國家及地區熬不過來，於是發

生革命或政變；亦有不少國家領導人被
人民「請」下台，由新人打 「改變」
的旗號接替；仍在其位的領袖，絕大多
數都要面對民望下滑、民意鞭撻的煎
熬。在這種環境下，能打贏強勁對手連
任成功的，總不會是一件輕鬆簡單的事
吧？

選舉已經塵埃落定了，對新一屆的馬
政府而言，這個窄幅的勝利究竟意味
甚麼呢？猜想，藍綠兩營都會努力為四
年後的下一屆努力。民進黨在選出新主
席後，就要重新制訂策略，做好反對黨
的角色，伺機反攻，謀求執政。而藍營
也應該會檢討缺失，加強爭取青年及基
層的民眾，以擴大下一屆的選民基礎。
因此，在社會政策上，馬政府須調整施
政重心，關顧基層民生，並改善青年就
業及出路問題。

台灣選舉後的反思

民主黨過去一直對激進反對派

的忍讓，不但無用，反而令一班

憤青覺得狙擊民主黨本小利大，

導致有關狙擊行動此起彼落，於

是民主黨就借馮煒光懷疑遇襲事

件全面反撲，向黃毓民等人表示

民主黨已有反擊的準備及決心，

如果再咄咄逼人，民主黨將會奉

陪。經此一役，兩黨由文鬥到武

鬥再到訴諸法律，將會不可能再

有任何合作空間，而未來的選戰

中「人民力量」也會繼續打 狙

擊民主黨的旗幟，當然以其現時

的政治聲望而言，能夠發揮的影

響已是微乎其微了。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台
北涉嫌襲擊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一事，
至今雙方仍是各執一辭，從現時曝光的
影片可以看到，黃毓民確實是兇神惡煞
地衝到馮面前，以粗言辱罵他並拉扯其
衣服。雖然影片沒有影到黃打人，但有
兩點已可肯定：一是黃毓民挑釁人在
先，故意去狙擊馮煒光；二是以黃毓民
當日的表現，就算真的沒有出手，但恐
嚇行為已是不容否定。儘管馮煒光可能
在言語上有冒犯黃毓民之處，但卻不應
成為在大庭廣眾動手動腳的理由，這次
令全港丟臉的打鬥事件，黃毓民及事後
仍然死撐的「人民力量」肯定要為此負
上政治及法律上的責任。

「人力」雖死撐 真相須釐清
對兩黨而言，這次事件的真相已不獨

是馮黃兩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人民
力量」及民主黨的誠信，關係到政治人
物的品格信用，並非兩人可以私了。既
然雙方都各執一辭，即是肯定有一方在
說謊，那雙方都有責任向外界交待真
相，包括將所有影片都向社會公開，並
全力向台灣方面取得當日的影片，以證
真偽。否則，如果雙方只是口頭說說，
卻沒有實際行動跟進，只會令外界認為
事件只是一場政治「騷」，對兩人及兩黨
的聲譽都會造成嚴重損害。市民也應繼
續要求雙方跟進事件，直至真相水落石
出為止。

事實上，這次打鬥事件不過是一根導
火線，點燃兩黨的新仇舊恨，而兩黨在
事件上的劍拔弩張也是其
來有自。有政界人士認
為，民主黨在事件上反應
確實出人意料，過去激進
反對派狙擊民主黨不時發
生，但民主黨一直採取息
事寧人態度，不作理會，
任他們指罵，這次黃毓民
不過是故伎重施。何以民
主黨會全面反擊？這其實
不難理解，原因是自「五
區公投」後，激進反對派
與民主黨儼如仇人，不論

在任何場合，只要有民主黨人士出席，
激進反對派例必狙擊，令每次活動都大
為混亂，民主黨各領導人物更成為重點
羞辱、「惡搞」的對象，言語的粗鄙不
堪更不為外人能道。本來政治爭議不能
避免，但激進反對派對民主黨的狙擊已
到了人身攻擊，沒有理智，以至純粹發
洩的地步，民主黨在這段時間忍受的侮
辱、受到的烏氣可想而知，而黨內的少
壯派早已向高層建議要反擊激進反對派
的狙擊，但一直不被採納。

文鬥到武鬥 決裂難挽回
而在事件中懷疑被襲擊的中常委馮煒

光正是民主黨的少壯派代表人物之一，
過去也受過「人民力量」、社民連的支持
者「招呼」，而在網上，雙方人馬更是不
時火拚，早有積怨，最終導致了黃毓民
在台北糾眾狙擊的鬧劇。事後馮煒光明
顯是要將事件搞大，立即將傷勢通知傳
媒，在facebook上公布事件，並向警方報
案，民主黨甚至決定向立法會投訴黃毓
民，要求立法會譴責暴力行徑。連串行
動一氣呵成，如果沒有得到領導層的首
肯，不可能有這個聲勢，顯示民主黨已
經動了真格，決定向「人民力量」全面
還擊。對民主黨而言，過去一直對激進
反對派的忍讓，不但無用，反而令一班
憤青覺得狙擊民主黨本小利大，無成本
之餘更可立威，加上黃毓民等人不斷地
煽風點火，導致有關狙擊行動此起彼
落，言詞之激烈，行為之粗暴儼如黑幫
火拚。如果再任由激進反對派變本加
厲，見到「人民力量」的支持者就要退
避三舍，民主黨還如何在香港立足？未
來的選戰還如何打下去？所以利用這次
事件借題發揮，就是要一挫「人民力量」
的銳氣。

於是民主黨就借馮煒光懷疑遇襲事件
全面反擊，向黃毓民等人表示民主黨已
有反擊的準備及決心，如果再咄咄逼
人，民主黨將會奉陪，而且事件已經進
一步打擊「人民力量」僅有的政治聲
譽，引起輿論抨擊，黃毓民最新的民望
評分跌幅最大，便是明證，甚至連同屬
激進反對派的社民連及公民黨都沒有聲
援。在反對派內四面受敵，在社會上被
各界唾棄，政治空間愈來愈小，這顯然
是民主黨樂於看到的。而經此一役，兩
黨由文鬥到武鬥再到訴諸法律，將會不
可能再有任何合作空間，而未來的選戰
中「人民力量」也會繼續打 狙擊民主
黨的旗幟，當然以其現時的政治聲望而
言，能夠發揮的影響已是微乎其微了。

錯判「莊豐源案」釀惡果
配偶以及自身皆非港人的內地孕婦，即

俗稱的「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數字，由
2000年的不足1,000名，到2010年劇升至超
過32,000名，遠遠超出了本港醫療體系所能
負擔的能力，更會對香港未來的社會福
利、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帶來沉重的壓
力。因此，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主
要集中在「雙非孕婦」身上。而雙非孕婦
問題之產生，則來源自終審法院2001 年對

「莊豐源案」作出的裁判。
早在香港回歸之前，全國人大設立的香

港特區籌委會就於1996年8月10日，通過了
《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
見》，明確提出該條該款第（1）項規定的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
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子女，
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
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這就十分清楚地界定了以下原則：基本
法有關在香港出生的條文在實施時必須要
考慮到：（一）父母雙方或一方是否已經
在香港定居。（二）母親一方是否在香港
合法居留期間分娩。然而，在2001年7月20
日判決的「莊豐源案」中，本港終審法院
卻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在香
港出生條文的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本
港法庭沒有約束力。香港終審法院更表示
對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應當（純粹）按照字
義理解，而無須按「立法原意」解讀。更
離譜的是，香港終審法院還宣佈：根據籌
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認
制定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牴觸基本
法，因而無效廢除。

由此可見，終審法院不但未能夠正確理
解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還以錯誤的理解而
廢除了《入境條例》的有關條文，釀成今
日洶湧的「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潮惡果。

公民黨埋下「雙非」炸彈
回首當日，早在終審法院判決「莊豐源

案」之前，社會上不乏有識之士和政黨提
出警告，指出容許「雙非孕婦」在港誕下
的子女擁有居港權，不符《基本法》立法
原意，並會對香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
和房屋造成極大衝擊。不過，終審法院未

有理會有關意見，並在判詞中強調，由回
歸當日至2001年1月31日，「雙非孕婦」在
港誕下的子女人數只有1991名，故即使裁
定「雙非孕婦」在港誕下的子女擁有居港
權，亦「不會對香港產生顯著的風險」。

當時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和莊豐源的代
表大律師李志喜（現為公民黨執委）亦強
調，有關判決結果不會引起「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潮；到2005年開始出現「雙非孕
婦」來港產子潮，並開始對香港社會產生
不少困擾時，當時公民黨的余若薇和梁家
傑依然指出，有關問題對香港影響不大，
並可減輕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然而事實證明，「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對香港衝擊之巨大，完全超越香港社會的
承受能力，以至民主黨和公民黨中，即使
早前曾指「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有

「好處」的人士，亦要「改弦易轍」，要求
政府和中央政府設法防止或限制「雙非孕
婦」來港產子。實在是「早知今日，何必
當初」？

龍年湧港產子潮料更洶湧
今年雖說本港有關公私營醫院的內地孕

婦產子配額已減少2成，只有約3.4萬多個，
但仍然嚴重影響到本地孕婦和港人內地妻
子在港分娩的服務，甚至連不設產科的急
症室也因「雙非」孕婦的衝擊而近乎崩
潰。何況龍年一向是中國傳統生育率最高
的年份之一，因此今年的情況將更為嚴
峻。

面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潮，特區政
府自2007 年起已經推出一連串的行政措
施，並且不斷收緊有關限制，企圖防止問

題惡化。但實踐證明，有關措施成效不
彰。要真正有效地化解「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潮，就必須處理「雙非孕婦」在港誕
下的子女即擁有永久居民身份這一核心問
題。

目前，本港人士提出的應對方法，不外
以下四種，行政及法律手段各有兩項：

一，設定上限，港人優先。為內地孕婦
來港產子訂立預約的床位上限，限額先由
入境處審批，孕婦獲發批文後，方可到醫
院預約床位。另在審批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申請時，應優先照顧港人內地妻子，對父
母均非港人的個案，可按個案的教育程度
和職業等背景作決定，但應把「雙非」孕
婦撇除於公營服務之外。

二，預先攔截，增加收費。加強粵港之
間的訊息交流，由內地關口預先阻截闖關
孕婦，作出處分或罰款。同時，內地孕婦
入境時要收取生產押金，若其在港生產則
費用從押金中扣除，若未在港生育則押金
在孕婦離港時原數退回；或考慮向「衝急
症室」的內地孕婦徵收額外的懲罰性費
用。

提請全國人大釋法標本兼治
然而，上述均屬行政措施，只能在短期

內發揮防止情況進一步惡化的作用。真要
正本清源，還必須明確取消「雙非孕婦」
在港產子即擁有永久居權的權利。而且，
這種規定不能只針對內地來港孕婦，必須
廣及所有國籍的雙非孕婦，才能真正體現
香港作為法治之城，實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理念和原則。

而關於循法律手段撥亂反正，同樣不外

兩途：
一，本港

終審法院就
外傭案及內
地孕婦產子
問題，啟動
基本法第158
條的機制，
向人大提請
釋法。誠如
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部分
委員所指出
的：終審法
院在這問題上其實已有足夠理據，且可望
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

二，重新依照《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即有關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條文）立法原
意，以及1999 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釋法的決定，對現行法
例進行修訂。事實上早在「莊豐源案」判
決翌日，人大法工委負責人喬曉陽已公開
指出：「該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
有不盡一致之處。」可見人大就此問題早
有釋法，完全有可能由本港終審法院依法
自行糾正。

上述兩種方法，筆者以為還是由特區政
府或終審法院主動提請釋法為最佳抉擇，
尤其是由於終審法院稍後還將審理外傭居
權案，如能就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機
會，一次過澄清「雙非」孕婦在港所生子
女並無居港權，以及外傭在什麼條件下才
能申請居港，則大大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

真要正本清源，解決「雙非」孕

婦湧港產子問題，必須循法律手段

撥亂反正，明確取消「雙非孕婦」

在港產子即擁有永久居權的權利。

而且，這種規定不能只針對內地來

港孕婦，必須廣及所有國籍的雙非

孕婦。筆者以為應由特區政府或終

審法院主動提請釋法為最佳抉擇，

尤其是由於終審法院稍後還將審理

外傭居權案，如能就提請人大常委

會釋法的機會，一次過澄清「雙非」

孕婦在港所生子女並無居港權，以

及外傭在什麼條件下才能申請居

港，則大大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

依《基本法》才能破解兩大居港權難題

政府應堅持賣地政策的延續

性，不能輕率修訂。現時樓地

價過高，政府維持適量的土地

供應，並以市價出售，是令樓

價回落至合理水平的正確途

徑，也是調節樓價的正常程

序。即使流拍或流標，亦不應

減少土地供應，否則便重蹈樓

價飆升的覆轍。同時，金管局

應秉承一貫宗旨，堅決執行七

成樓按措施，防止有銀行巧立

名目，如以裝修及私人貸款名

義實際上借出九成按揭。

去年，政府為打擊短期物業炒
賣，向24個月內轉手的物業徵收15%
的額外印花稅。最近，筆者經常在
電台上聽到有評論員顛倒是非黑
白，指額外印花稅扭曲樓價，導致
樓市交投淡靜，希望政府取消額外
印花稅，令樓市回暖。早前有高官
指政府會因應樓市狀況來檢討樓市
措施，但事後再有官員澄清，表示
政府會確保土地政策的延續性和穩
定性，不會隨便改變。

土地政策須保持穩定
事實上，額外印花稅只是針對威

脅樓市穩定的炒賣活動，並不妨礙
真正的用家置業，因為額外印花稅
只適用於24個月或以內轉售或轉讓

的物業。除非用家的家庭突然有急
劇轉變，否則筆者相信95%的自住用
家不會在置業後2年內轉售物業，因
此，額外印花稅不會對用家構成負
擔。相反，額外印花稅增加了炒家
的成本，遏抑市場過度活躍的炒賣
活動，反而能為樓市降溫，對用家
有利。

市場上相當部分物業其實是落在
炒家手中。甲炒家在購買物業後，
會以高價轉售給乙炒家獲利，然後
乙炒家再以更高價轉售給丙炒家獲
利，如此類推，使樓價不斷飆升。
近來樓市淡靜，主要原因是用家預
計樓價不會長期高企，對樓市抱持
觀望態度，等待樓價回落才入市。
而且，額外印花稅令部分炒家卻
步，導致炒家與炒家之間的成交量
大減。

近年香港受到低息環境影響，投
資成本低，投機炒賣的氣氛濃烈，
樓價屢創新高。雖然現時樓價稍有
回落，但仍然偏高。不少評論者為
了安撫市民對樓市的信心，皆指樓
價仍能站穩高位，在未來一段時間
不會大跌。

息口是影響樓價的重要因素，美
國一旦進入加息周期，香港息口將
會緊隨上升。雖然聯儲局表示2013年
中前不會加息，倘若今年稍後美國
經濟有復甦跡象，明年初聯儲局可
能會預早警告上調息口，到時香港
樓市定必受壓，用家必須警覺息口
變動對樓市所帶來的衝擊。

任何一類資產被過度炒賣後，市
場必會作出相當幅度的調整，樓價

升得越高便會跌得越低。現時香港
的樓價已脫離一般受薪階層的負擔
能力，長遠來說，高樓價水平不會
一直站穩，遲早會回落。

堅持賣地政策的延續性
政府主要透過公開拍賣或招標出售

土地。過去幾個月，政府推出的土地
大多以底價成交，近日的土地招標更
出現流拍情況，即地產商的入標價比
政府的底價還低，使土地不能售出。
有分析認為政府應關注流標、流拍等
問題，恐防樓市會進一步大跌，暗示
政府應減少批出土地。按照他們的邏
輯，樓價是只許上不許落。難道每次
地價都要再創新高，政府才可推出土
地拍賣嗎？

政府應堅持賣地政策的延續性，
不能輕率修訂。現時樓地價過高，
政府維持適量的土地供應，並以市
價出售，是令樓價回落至合理水平
的正確途徑，也是調節樓價的正常
程序，即使流拍或流標，亦不應減
少土地供應，否則便重蹈樓價飆升
的覆轍。

香港的樓地價將會有明顯的調
整，金管局應秉承一貫宗旨，堅決
執行七成樓按措施，防止有銀行巧
立名目，如以裝修及私人貸款名義
實際上借出九成按揭。在沙士以
前，很多銀行變相將樓按放寬至九
成，導致大量銀主盤和負資產出
現，幸好當時金管局處理得宜，才
沒弄出像美國的次按危機，將整個
金融體系差點拖垮。

堅持土地政策調節樓價

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潘佩璆醫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
人
民
力
量
﹂
欺
人
太
甚

民
主
黨
終
於
反
擊

璆事

郭
中
行
資
深
評
論
員

■馮煒光（前中）就在台灣被打事件日前到旺角警署報

案。

■陳振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