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一個有關未來住
宅土地的規劃，其中預留相當多的土地以建
低密度住宅，這項規劃引起相當多的討論。
有說低密度住宅浪費土地；有說低密度住宅
是為新界原居民的丁屋政策而預留。一提起
丁屋，馬上就引起更多的意見，其中要求廢
掉，取消新界原居民丁權的聲音不少。
如果我們純粹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辦

事。那麼，新界原居民的丁權肯定不保，因
為非原居民始終佔香港人口的大多數，非原
居民也肯定會眼紅原居民的這種特權。一個
新界原居民可以免補地價自建2100平方呎的
丁屋自居。2100平方呎在許許多多香港人眼
中是豪宅了，更何況今日新界好些原居民得
寸進尺，所建的丁屋已超過2100平方呎，大
幅度的僭建。
新界原居民的特權的確是不平等的特權。

因此，政客們很自然地會以取消原居民的丁
權特權來爭取非原居民的支持。

尊重歷史權益 兼顧發展需求
新界原居民的特權從何而來？那是歷史留

下來的，我們必須重視歷史。如果我們不重
視歷史，今日中國人又有甚麼理據去爭釣魚
島？
一百多年前，當英國人來到新界，新界已

經有原居民。新界的土地是原居民的，當時
的滿清政府是允許他們建丁屋的，當時英國
人尊重新界原居民的這種權力，更何況當時
滿清政府只是將新界租給英國人而不是割讓
新界。從新界原居民的角度來看，今日所有
的非原居民是「外來的侵略者」，這種情況與
當年白種人入侵美洲、澳洲沒兩樣。
今日的香港基本法並不是中國政府單方寫

成，而是參考了大量香港人，包括非新界原
居民及英國政府的意見而完成。基本法裡白
紙黑字清清楚楚地保護新界原居民的原本權
益，這是應該尊重的。
新界的丁屋，的確是浪費土地資源，一百

多年前，香港人口稀少，新界建丁屋無所
謂，今日香港土地短缺，我們的確可以更靈
活地處理丁屋的政策。當然，先決條件是尊
重新界原居民的權益。
實際上，今日新界不少原居民已無法再建

新丁屋。原
因是有丁權
但無土地。
隨 原居民
的 人 口 增
加，當年祖
先留下來的
土地已經用
盡 ， 也 因
此，新界出
現了大量的
僭建，丁屋
建至四層、
五層高，也
有新界原居民的領袖們提出建六層、九層丁
屋的意見，兩個丁權建六層；三個丁權建九
層。
從土地資源利用的角度來看，這是值得研

究的。不單是建六層、九層，甚至可以建三
十層、六十層，由特區政府建，以居屋的形
式賣給新界原居民。

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認為，對法官正在審理中的案件，外界
一般不要去評論，以免影響法官的獨立審判；法官在審理案件
期間，同時也要迴避和外界不必要的接觸，最好不要去顧及輿
論對案件說甚麼。但對已經審結的案件，包括政要在內的社會
各界盡可發表臧否評論，因為任何權力都需受到制約，「絕對
的權力，絕對腐敗。」法官的權力也不例外。下面通過列舉美
國林肯、克林頓、奧巴馬等政要對司法判例和法官批評的史
料，來說明司法獨立和輿論監督的關係。

法官的權力也應受制約
（1）1857年3月6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在斯

科特訴桑福德一案中裁定，在聯邦憲法通過時黑人被認為是劣
等種族，因此黑人沒有公民權，也就不能在聯邦法院提起訴
訟。根據這一判決，一個生活在自由州的奴隸仍然是奴隸。1860
年12月，林肯在總統就職儀式上毫不掩飾地批評坦尼的判決。他
說，按照坦尼的判決，「人民將停止成為自己的主人，而因此
將自己的權力交給那個具有影響力的不可一世的法壇！」
（2）1861年4月12日，南方聯邦炮擊南卡羅萊納州薩姆特要

塞，美國南北戰爭正式爆發。 動員北方拯救聯邦，林肯毫不猶
豫地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並且宣布授權關鍵地區的駐軍司令官
可以暫時中止人身保護法令，對涉嫌不忠或者叛亂的人實行軍
事逮捕和審訊。以坦尼為首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認為，美
國憲法沒有賦予總統這樣的權力。他們在其後的「梅里曼案」
中判決梅里曼勝訴，林肯給軍事長官的授權將成為一張廢紙。
林肯雖然尊重判決，但同時指出法官判決的不妥。
他說，軍方之所以逮捕和拘禁危害公共安全者，是因為法院

沒有能力對有組織的叛亂作出處理；總統雖然有責任忠實執行
法律，但總不能因為拘泥於一個法律而妨礙政府平叛戡亂，致
使國家所有的法律都不能執行。林肯如此形容他的行為：「人
們為了挽救生命而截肢，但是為了保全肢體而放棄生命卻是萬
萬不明智的」；「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權力」。
（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殺妻一

案在美國轟動一時。辛普森最後無罪獲釋。
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雖然在判決當日發表聲明稱，美國的

司法制度也許存在某種缺陷，但是大家都應尊重這種法治傳
統。陪審團已聽過證據作出判決。我們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
們的決定。但是他在判決前和判決後都曾經對此案提出自己的
看法。早在宣判前幾天，美國白宮發言人就指出，克林頓認為
這場審判出現了「可怕轉折」，案件被告利用種族問題令他「很
傷腦筋」。在案件宣判之後，克林頓亦曾經在公開場合警告，辛
普森被判無罪可能會引發新的種族分裂。
（4）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1月21日在聯合公民對抗聯邦選舉委

員會一案中裁定，現行法律中關於公司和社會團體參與選舉的
資金限制，違背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支持
保護，為明確了憲法賦予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同樣適用於公司
和團體。從這意味 公司團體從此以後可以不受資金數量限
制，參與競選活動。這一司法裁決立即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很大
的震動，很多普通美國人對大公司、團體直接介入選舉事務，

進而形成金權政治表示擔憂。美國總統奧巴馬很快做出強烈反應，對這一決定表
示譴責，並在1月27日發表國情咨文時，當 議員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面，再次譴
責了這項裁定，指摘最高法院「逆轉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法律傳統，為特殊利益集
團用金錢操縱選舉打開了洪水的閘門」。大家不要忘記，奧巴馬畢業於哈佛大學法
學院，做過《哈佛法律評論》的社長，在芝加哥大學也教過憲法學，其法律知識
肯定不會輸給大法官們。因此，他的反應絕不是像普通人一樣情緒化的結果。而
且，美國政界和一些全國性媒體也支持奧巴馬的觀點，他們使用了「政治地震」
乃至「最高法院判決重創民主」這樣的詞彙來評價最高法院的裁定。

法官不是天使 同樣會犯錯
以上數例表明，對法官審結的判例，政要和普通市民一樣都擁有批評的權利。

任何權力不受監督都會腐敗，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法官不是天使，如果不受正
常監督，同樣會和常人一樣犯錯誤。但法官的錯誤非同小可，他們的判決影響到
了人們的生死存亡，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沒有理由不受外界評判。外界對法官的
批評，是對法官的幫助。
包括政要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法官的批評，絕不能動搖、影響司法獨立制度。第

一，法官的職權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非因犯罪、身體健康、破產等因素，不得
被罷免。第二，外界任何力量都不能改變法官的生效判決，任憑外界說三道四，
案件依然是法官審理，無人可以代替。第三，法官的生效判決必須得到執行，無
人可以抵抗。
因此，梁愛詩對法官已審結的判例發表評論，就事論事地對法官作出批評，符

合國際慣例。一些反對派人士缺乏司法基本常識，同時利用民眾對司法專業知識
的不了解，企圖給梁女士扣上干擾司法獨立的帽子，其真實目的是想給自己臉上
貼金，是想打擊建制派，譁眾取寵。但這樣帶來的後果，一是誤導了民眾，二是
丟醜於國際社會。　 （本文轉載自2012年10月22日《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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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丁權背景 檢討丁屋政策

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打下的良好基礎，
正開始其起飛的魅力；中國的工業化之路還
是在青壯年階段，要達至歐美日走過的幾百
年水準，還有很長的路；再就是，中國幅員
遼闊，城鄉發展不平衡，東西部發展不平
衡，尤其是要達至百分之九十城鎮化的標
準，更是有龐大的發展空間。這是百分之百
的內生經濟動力，不需依賴外部環境。事實
上，多次的金融風暴，已經激發歐美醞釀開
創新的工業革命，力求在能源、環保、電
子、太空等領域走出一片新天。可喜的是，
中國並不是跟 西方的屁股，亦步亦趨。在
追趕工業化的同時，中國早就在尖端科技上
挺進，所以在新的工業革命領域，中國即使
未能完全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線也不至於落
後得太遠。
這些方面都是事實，而這些因素發揮得

好，中國再有黃金十年，絕不是困難的事
情。到2020年，中國經濟再翻兩番，全面進
入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可以達到。到本世紀中
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復興，也是一定可
以實現的。

再有黃金十年 絕不是困難的事
事實上，中國定下的宏偉目標，過去都是

提前完成。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
速超過百分之十，而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
速在百分之四以下。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

濟總量的份額，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
年的10％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
序，從2002年的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
位，2011年依然保持 這一位置，2012年也必
然保持第二的地位，而且與美國的距離在縮
小。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
進口國。中國經濟的增長成為推動世界經濟
增長的主導性因素。
十年前的中國，經濟正處於克服了亞洲金

融危機的衝擊，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框架體系，開始享受入世「紅利」的階
段。2003年，中國經濟完全擺脫了亞洲金融
危機的影響，步入新一輪增長周期。此後直
至2008年上半年，經濟列車不斷加速，中國
採取了遏制盲目投資、清理開發區、提高存
款準備金率、加息等一系列綜合手段，防止
經濟過熱。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為抵禦國
際金融危機，中國果斷實施了一攬子刺激計
劃擴內需、保增長，經濟增速在全球率先實
現了漂亮的「V」形反彈，重新回到兩位數平
台。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回歸常態，
並把穩物價作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2012
年，穩中求進成為主基調，8年來首次把年度
經濟增長目標從8％左右下調至7.5％，更加強
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的黃金十年，不是意

味全是順風車，一路坦途，而是風風雨雨，
溝溝坎坎，荊棘滿途。也由此，中國的第四

代領導人既承接了上代打下的好基礎，尤其
是在國內進行了體制改革，在國外則闖進了
世貿，享受了經濟全球化的好處，但是同時
展現這一代領導的藝術和才華。不管有多少
尖刻的批評，實實在在的成績單就是最好的
證明。世界的經濟大師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
宏觀經濟調控有自己的一套，承認中國的領
導人有能力駕馭經濟發展的各頭馬車。

問題和差距
將是今後中國發展的空間和動力
自然，未來十年中國發展之路也不是沒有

風浪。大家都看到，國內面臨 資源環境壓
力加大、成本要素價格快速攀升、收入分配
差距較大、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相對滯後等突
出問題。許多國家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
阱」，也在前路之上。不過，問題和差距，也
就是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和動力，必須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高核心競爭力，降低
污染和消耗，讓百姓更多分享發展成果。
本文開頭提到的支持中國持續發展的內生

力量，在結尾的時候再具體化一點。到2020
年，中國可望增加8千萬名都市就業人口，消
費面也可望跳升2倍以上，這將使中國順利拿
下全球經濟大餅的14%。另一方面，城鎮化推
動勞工產能再提升，預估帶來4.5倍產能。截
至2008年，中國農業人口就業比例高達35%，
比當年轉型中的日本與韓國高出1.7倍-2倍，如

果勞動力能順利轉移到非農產業的話，預計
產值將大幅提升4.5倍。再就是，讓經濟動能
轉向內生最有效的途徑，是從投資轉向消
費。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定下薪
資增加的目標，預計十年內年收入低於五千
美元的比例從61%下降到20%。所得均等化，
必然刺激人民消費。還有，未來的十年，中
國將有兩個變化：成為全球主要的消費和資
本市場。還會有更多的全球企業和跨國公司
進入中國這兩個市場。因為如果不在中國佔
有一席之地的話，在未來十年就很難說自己
是一個全球的公司。
長江後浪推前浪。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已在

決策層歷練五年，大家都已經看到他們的能
力和風采，我們難道還沒有信心迎接又一個
黃金十年？

如果說，中共第四代領導

集體的過去十年，是黃金的

十年；那麼，在第五代帶領

下的未來十年，也必然是黃

金的十年。雖然，還有很多

悲觀的言論，還有許許多多

的唱衰與喧囂，但是，這對

於中國已經是聽慣見慣，聽

到耳朵都起繭。歷史總是證

明這些不是惡意中傷就是無

知的幼稚與膚淺。他們總是

看不到支撐中國持續發展的

內在動力。長江後浪推前

浪。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已在

決策層歷練五年，大家都已

經看到他們的能力和風采，我

們難道還沒有信心迎接又一

個黃金十年？

過去黃金十年 未來仍是黃金十年

立法會昨日辯論民主黨劉慧卿提出的撤
回新界東北規劃議案。反對派議員繼續對
東北發展百般抹黑，指控發展區是「深圳
後花園」、「雙非富豪城」及「割地賣
港」，要求當局立即撤回發展計劃，人民
力量陳偉業更指當局發展新市鎮是要為發
展商「設計新樓盤」。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反駁指新界東北發展是回應長遠房屋及就
業需要，對被指成為「深圳後花園」或
「雙非富豪城」，是毫無根據，割地賣港的
言論亦是無稽之談。東北發展區的構思早
在1998年已開始提出，14年來從來沒有人
反對過，反被指計劃過遲，影響本港造
地。現在反對派借計劃大做文章，不是計
劃內容變了，也不是香港再不需要造地，
而是反對派的策略改變了，「去中國化」
已成為了他們首要目的，其他一切都是為
這個總目標而讓路，於是東北發展的討論
也逐漸變質。

「割地賣港論」將香港視作政治實體
本港目前可供發展作「住宅」及「商業

/住宅」的土地只有392公頃，當中不少更
屬「蚊型」土地，能夠興建的單位相當有
限。就是反對派學者都不能否認，發展新
界東北，開拓更多土地的重要性。而在具
體的規劃上，有不同意見大可討論，但沒
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撤回東北發展的議
案，將發展區一棒打死。反對派否定的理
據很簡單，新界東北由於鄰近內地，近年
隨 兩地人流物流的頻繁，不少內地旅客
都熱衷到新界東北消費購物。現在當局提
出大規模發展新界東北，一定是為了內地
服務，是為方便他們來港購物，甚至要打
造成「深圳後花園」、「雙非城」。當局發
展東北是「割地賣港」。
然而，在反對派及其喉舌不斷鼓吹所謂

「割地賣港論」時，卻忘記又或是故意遺
忘了一個事實，就是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央政府於1997年7
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根據《憲
法》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對香港擁有無
可置喙的主權。反對派動輒提出「割地賣
港」，不但是肆意抹黑，上綱上線，更是

不尊重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的主權，挑戰
「一國兩制」，也背叛了他們在立法會上的
誓言。他們對於有關兩地合作的項目、基
建的敵視，凸顯他們一直不承認中央政府
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事實，不認同香港特別
行政區，在他們心目中，儘管已經回歸了
15年，但香港仍然是「英女皇皇冠上的一
粒明珠」。所以，他們將兩地合作項目視
作「割地予中國」、「為內地服務」，這充
分暴露了他們的「港獨」思維。

「去中國化」逆流志在「港獨」

事實上，近幾個月掀起的一輪「去中國

化」歪風，絕非偶然而至，也不是在上水

發生幾起水貨客與港人的衝突就可以引發

出來的，當中既有反對派政黨的全力發

動，在立法會選舉上公然打出「反赤化」、

「抗中央」的旗幟；也有《蘋果日報》之流

不放過任何機會大做文章，小事化大，挑

動兩地民眾的對立；更少不了各式各樣的

關注組、社運團體針對各個發展項目發

難；加上反對派文人販賣的所謂「城邦

論」，在網上製造兩地民眾敵視。集合了反

對派方方面面的力量掀起這股「去中國化」

的逆流，最終達致「港獨」的目的。

早前《文匯報》多篇報道揭發了反國

教、反東北等行動中的幕後黑手，按圖

索驥地找出了背後反對派的勢力脈絡，

才令社會驚覺這些行動儘管名目不同，

但千里來龍，實於「港獨」結穴。這就

解釋了近日反對派的種種政治行動，在

港英時期不見他們出來高喊「割地賣

港」，現在卻聲嘶力竭，黃毓民甚至在

宣誓時乾脆「咳走」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地區，讓議

員一邊「搞獨立」一邊領薪津，這不能

不說是香港的悲哀。

反對派「割地賣港論」暴露「港獨」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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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說發展東北是「割地賣港」，然則賣給誰家？是賣給中央政府

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央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

港行使主權，並根據《憲法》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謂「割地」之說

根本不明所以。當局提出發展東北，為市民造地建屋，竟被反對派及其

喉舌誣指為「割地賣港」，反映他們一直不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

權的事實，不認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他們心目中香港仍然是「英女皇

皇冠上的一粒明珠」。這就不難明白，何以反對派對於所有推動兩地合

作的項目都說成是「割地賣港」，千方百計推動「去中國化」，千里來

龍，實於「港獨」結穴。倒是黃毓民夠坦白，宣誓時乾脆「咳走」香港

特別行政區，橫豎一邊「搞港獨」一邊議員薪津照領，這不能不說是香

港的悲哀。

■曾淵滄

■中國持續發展內在動力強勁，再有黃金十

年絕不困難。

看十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