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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市區有大量
所謂的 房。何謂
房？簡單的說，是物業

業主感到他們持有的物業面積頗大，不如將之分
拆成多間套房，各有獨立空間，獨立洗手間，經
過裝修改裝後，一個單位的住宅可以變成多間獨
立套房，出租給多戶人家，收取更高的租金回
報。再簡單的說，經營 房成了一門生意。只
是，目前這門生意並不合法，理由是多數 房的
改建是偷偷摸摸的，沒有向政府申請改建工程。
業主為甚麼不正式申請改建，理由當然是業主們
知道，申請的結果必定是不獲批准。香港的建築
條例倒是很嚴的，向來，香港的一大特色就是法
律條文很嚴，但是執法不嚴。

為甚麼立法很嚴？理由是 房的確帶來許多問
題，這包括樓宇結構安全的問題。安全涉及人
命，特別是多數的 房都出現在舊樓，舊樓不但
非法改裝成 房，更非法僭建，大量露台被業主
封死而變成一間房，再改裝成 房，加設洗手
間，加厚地面水泥⋯⋯樓宇的危險程度的確可

怕。
為甚麼執法不嚴？理由是的確有太多人喜歡住

在市區，他們寧可犧牲居住空間，蝸居於面積很
小、條件很差的 房，以單位面積計算， 房的
租金遠高於同區完整住宅單位的租金，與郊區的
住宅單位比較，差得更遠。市區一個不足200平方
呎的 房，租金遠超過天水圍一個600平方呎的完
整住宅，需求這麼大，政府若執法很嚴，把這些
人全趕走，這些人要住哪裡？

增建房屋須騰空土地

很多很多年前，香港市區有許多木屋區，全是
非法的，當時港英政府也是以執法不嚴的方法來
處理，慢慢地透過興建公屋，以很多很多年的時
間來解決。現在，木屋區的問題已基本解決了，
基本上 房問題在港英政府時期也存在，但一直
都以執法不嚴、不處理的方式來處理。實際上，
多年前 房並不多，更多的是板間房，居住條件
比 房更差，我小時候在新加坡也是住板間房，
我觀看的粵語長片裡，當年香港人也是住在我小

時候於新加坡
居住的那類板
間房。

為甚麼當年
港英政府優先
處理木屋區問
題？我估計原
因可能是木屋
區處於官地，
清拆木屋區可
以騰出土地建
高樓，可以住
更多人。 房為私人業主所擁有，收樓不易，得
靠市建局的市區重建計劃及私人地產商的重建計
劃。不論是經過政府還是私人地產商，香港整體
的市區重建速度都非常慢，無法加快重建，就無
法安置住在 房裡的人， 房問題也就永遠解決
不了。

歸根究柢，解決 房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快
市區重建，在市區建更多高樓。

激進反對派近期經常批評港府以政治檢控打壓集會自
由，「學民思潮」要求修改遊行必須在7日前申請不反對
通知書的《公安條例》，社民連要求廢除國旗法，為舉行
集會時觸犯法律得到豁免。這些要求，新的《檢控守則》
得到了和應。《檢控守則》加入了「公眾秩序活動」的
新章節，提及檢控人員須特別考慮《基本法》保障市民
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說明當有關行為「超出
理智範圍或合理界 的限度」，才應提出刑事檢控。這即
是說，反對派的活動空間擴大了，許多應該檢控的罪
行，今後就不必進行檢控了。

反對派因此額手稱慶，對於新守則下的「公眾秩序活動」
章節，是否為迎接「佔中」而設，湯家驊表示有可能，又
指在遊行集會頻繁的今天，新章節即使並非針對「佔中」
亦一定有用，讓執法人員和參與示威的公眾人士都對檢控
情況有較清晰準則。這個新守則，說明了今後將會對「佔
領中環」發生重大的影響。弦外之音，檢控者必須考慮公
共秩序和集會自由的兩者平衡，才可以發出檢控。怎樣才
算是平衡？虛無飄渺，相當玄妙，令人費解。曾多次因參
與公眾集會被控的「人民力量」陳偉業亦因為刑事檢控指
引大受鼓舞，說指引是摑了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兩巴，「曾
偉雄看過指引後應知醜」。新的《檢控守則》今後在「佔
中」等事件中，將會發生什麼作用，值得港人關注。

2005年終審法院判決集會遊行問題，強調了兩個條
件，即「香港的法律和公共秩序」，警務處長可通過《公
安條例》限制遊行和集會。新的《檢控守則》最大的缺
陷是新增加了「公眾秩序活動」的章節，卻沒有「香港
的法律準則」的章節作為平衡。

如果只講集會自由，在集會中原有的法律即使遭到了
違反，也就可以略去不提，這是不是一個刑事檢控的原
則？反對派最怕的是「香港的法律限制」，因為觸及了犯
罪的領域，無論他們怎樣花言巧語，都要受到法律的懲
處。現在制定了有關行為若果「超出理智範圍或合理界

的限度」，才應提出刑事檢控，反對派立即拍掌叫好，
這說明了他們被刑事起訴的空間縮窄了，他們更加可以
質問「理智範圍或合理界 」是什麼？在法庭辯論的時
候，更加強調自己的行為在「理智範圍或合理界 」之
內。陳偉業更加說指引是摑了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兩巴，
這意味 他們推行「佔領中環」更加放膽了。人們正在
關注，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警權，如果受到貶抑和衝擊，
對今後香港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會發生什麼影響。

張德江日前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代表團時強調，中央政

府滿意並堅決支持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工

作和施政，又強調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進

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和

諧的社會環境，這是廣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並

充分肯定香港紀律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安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

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香港市民等方面發揮

的重要作用。

反對派是納粹戈培爾的信徒

反對派將納粹戈培爾「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為真理」

奉為信條，所謂「B計劃」、「換馬」（更換特首）謠

言，在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不久就已提出來，此後「B

計劃」一度被描繪得繪影繪聲。去年11月，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指斥更換特首之說是「胡說八道、毫無根

據」。今年1月10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首度與香港傳媒

會面，在回答中央會否撤換特首的問題時，明確表示是

「無稽之談，可以休矣」。之後「B計劃」一度聲沉影

寂。但自從斯諾登事件發生後，「B計劃」、「換馬」謠

言又再甚囂塵上，反對派借此又發起新一輪「反梁」和

「倒梁」攻勢，原因是梁振英處理斯諾登事件惹惱了美

英反華勢力。

針對美英反華勢力和反對派掀起的新一輪「反梁」、

「倒梁」攻勢，張德江代表中央再次發出「挺梁」訊息，

具有鮮明的針對性。梁振英無懼美國施壓，依據香港的

法律、香港的制度和香港的程序處理斯諾登事件，有力

地維護了香港法治基石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令美國外

交路線和網絡霸權遭遇重大失敗和打擊，美英反華勢力

氣急敗壞，指令香港反對派發起新一輪「反梁」和「倒

梁」攻勢，張德江的講話反映了中央政府堅定支持梁振

英，粉碎了反對派近期炒作的「B計劃」、「換馬」謠言。

對梁振英施政中央滿意市民認同

梁振英上任以來，憑藉「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的理

念「打逆境戰」，在經濟民生、房屋及貧窮等問題上勇

於承擔，漸見成績。包括：房屋土地方面推「雙辣招」

穩樓市，試行「港人港地」措施；努力扶貧紓困，最低

工資調升至30元，落實「廣東計劃」，讓移居粵省的長

者直接領取長者津貼、扶貧紓困；民生措施方面規管嬰

幼兒配方粉出口，暫緩實施「非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

安排；教育方面將「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增至150萬

元，北區小學採措施應對跨境學童所需；醫療服務方面

落實雙非零配額，長者醫療券增至每年1,000元；環保保

育方面公佈《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等等。張

德江強調中央政府滿意並堅決支持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

府管治團隊的工作和施政，實際上，大多數香港市民對

梁振英上任一年以來交出的成績表，也是認同和滿意

的。

反對派企圖在亂中奪取香港管治權

美英反華勢力和反對派掀起的新一輪「反梁」、「倒

梁」攻勢，除了報斯諾登事件一箭之仇外，近期目標是

要將梁振英拉下馬，拖垮新一屆特區政府，4年後的目

標是讓反對派對抗中央的人選挑戰梁振英和其他愛國愛

港人選，或者阻止梁振英參選。總之，無論其近期目標

還是4年後的目標，美英反華勢力和反對派的目標都是

要搞亂香港，並且在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針對美英反華勢力和反對派搞亂香港在亂中奪取香港

的管治權的圖謀，張德江強調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的法治軌道上，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對反華

勢力和反對派的圖謀是當頭棒喝。反對派策動的「佔領

中環」打 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幌子，但民主不能脫離

法治軌道，脫離和挑戰法治的民主是偽民主和暴民政

治。在法治下，市民有法可依，這樣才能確保社會能夠

實踐平等、公平和公義。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主，是香

港的主流民意和核心價值，「佔領中環」的暴民政治，

絕不會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

「佔中」違法性質改變不了

特首梁振英今年6

月回應傳媒有關「佔

領中環」的問題時批

評：「這是犯法、破

壞社會秩序的行動，

令人質疑動機是否為

了犯法而犯法。」梁

振英指出根據「佔中」主辦方提出的計劃，行動不可能

不犯法，特區政府有決心處理任何犯法行為，政府和法

庭都不會姑息。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今年7月強調，堅決反對「佔中」，

不論發起者如何花言巧語，包裝粉飾，違法就是違法，

性質改變不了。香港是法治社會，如果可以容許一些人

為了政治訴求，不惜挑戰香港法律底線，就會後患無

窮。他指出，香港的普選一定要依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辦事，不論起點、框架及軌道都是，不應再尋

求其他途徑。

堅決依法處置「佔中」違法活動

張德江今次充分肯定香港紀律部隊是香港特區政府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順利實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香港市

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並且再次強調，關於香港

政制發展問題，中央的原則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就是

必須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積極、穩妥推進

香港民主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目標。這不僅表明中央

「依法治港」的方針一以貫之，而且表明了中央堅決在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推進普選，

堅決依法處置「佔中」等一切違法活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香港紀律

部隊代表團時表示，中央政府滿意、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並強調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進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梁振英上任一年以來盡心盡力做好工作，張

德江的講話反映了中央政府堅定支持梁振英，粉碎了反對派近期炒作的「B計劃」、「換馬」

謠言。張德江讚揚香港紀律部隊，不僅表明中央「依法治港」的方針一以貫之，而且表明了堅

決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推進普選，堅決依法處置「佔中」等一切違法

活動。

該廣告在香港使用了「換特首是出路，還香
港一個家」的標題，這是香港反對派的老套手
法，不必浪費筆墨，做過多的評論。但在台灣
的廣告卻使用意識形態的、冷戰的強烈語言。
廣告的標題是「香港面對嚴重赤化，請台灣引
以為鑒」。「赤化」是國共內戰和兩岸處於敵
對關係時，國民黨用於醜化共產黨的語言。當
時國民黨稱共產黨為「共匪」，實行「共產共
妻」，叫共產黨的根據地為「赤化」。這些語言
蔣經國先生晚年已經廢棄不用了，很多用過這
種語言的人們也早就謝世了。但現在香港竟然
還有兩名少壯的立法會議員使用早已過時了的
語言，還有三百來人追隨，說明這些人有花崗
岩的腦袋，未能與時俱進，恐怕要被淘汰。一
般人不想自我淘汰，更不想被淘汰，但這些人
卻相反，要借用被淘汰的語言淘汰自己，還要
連累不知真相的追隨者。

不入流政客圖破壞兩岸三地融合

廣告叫台灣取鑒於港。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國
民黨有超過百年的政治經歷，曾經在台灣執政
的民進黨資歷尚淺，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歷史，
但仍比登廣告的兩名立法會議員的政治閱歷豐
厚得多。兩名議員加上其支持者向台灣教路，
簡直是班門弄斧，孔夫子面前賣文章。好為人
師，必尋其辱。需要從歷史取鑒的倒不是台

灣，而是與當今潮流背道而馳的登廣告的人。
兩岸中國人的和解和交往是不可阻擋、也不能
逆轉的潮流，潮流雖然難免夾帶些泥沙，也自
然產生些問題，但關鍵在於是否符合兩岸人民
的總體的、共同的願望和利益。對兩岸交往，
只有想圍堵中國的少數西方和東方的政客，才
會覺得是壞事，想不到香港也有這樣的八、九
流甚至是不入流的政客跟在屁股後頭。對內地
自由行可能帶來的負面的作用，例如旅遊設施
的不足、房地產價格的抬高、交通的擁擠、某
些商品的缺貨等，在聰明的商人看來，這根本
不是問題，這是商機。只要政府有適當的規
劃，加上商人的配合，就是機遇。寶島有大量
的旅遊資源，有吸引內地遊客之處，但也不能
蜂擁而來，這也只是兩岸旅遊部門的協商和協
調問題，豈有因噎廢食的道理。

廣告把「沙士」後內地開放自由行視為負面
因素。好了瘡疤忘了疼，是某些人之常情。
2002年底、2003年上半年香港發生「非典型肺
炎」疫情，加上原來經濟低迷的因素，使香港
經濟疲軟，進入蕭條境地，前路迷茫，人心虛
怯。如果不是中央當機立斷，改變做法，開放
自由行，刺激消費，並以消費帶動經濟的復
甦，登廣告的兩名議員及其跟班，現在還能花
幾萬塊錢在報紙上說風涼話嗎？

對於「雙非」問題，是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

2款發生了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的衝突，本來
可以由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2）
項的規定，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來
解決，但當時特區政府沒有這樣做，不能怪中
央。對於自由行的人數，本來這是要由兩地的
旅遊部門協商解決的問題，但香港特區卻遲遲
不建立主管作為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的決策
局來統籌、協調有關問題，也不能怪中央。對
於旅遊設施、商品供應、房地產價格等類似台
灣自由行衍生的問題，本屬商機，可惜香港沒
有好好利用，反而繼續緊縮土地供應，使商機
成為危機。直到近年才有放寬的苗頭，但為時
已晚。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與其在台灣登
廣告，為何不及早督促特區政府有建設性地、
積極地作為呢？

政客撕裂社會賊喊捉賊

廣告還指責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撕裂社會、
其施政未能優先考慮港人利益，要求梁下台。
這種指責誇大其詞，嫁禍於人；這種要求荒誕
不經，製造事端。梁政府的施政未必事事盡如
人意，其班底也未必個個都是賢人聖人。但港
人也有目共睹，在梁振英的領導下，特區政府
正在因應新的情況，調整治港思路，清理遺留
下來的老問題和舊問題，思考「一國兩制」下
前瞻性的出路。這都需要時間，為何兩位立法
會議員及其朋友們如此心急呢？至於香港新移
民的問題，回歸以來有數十萬人之眾，但他們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的配偶和子女，家庭團聚，
既是人權人倫，也是人之常情，有何可指責之
處？但連這種基本的倫理，兩名議員及其後輩
們還要加以顛倒，自己撕裂社會，還要賊喊捉
賊，怪不得連原來聯署的張超雄議員也要公開
發表聲明退出聯署。如果張議員前面還可以保
留「尊敬的」稱號的話，則范議員和毛議員前
面的尊號恐怕要改為「不受尊敬的」，才是名
副其實。

一個居心叵測的廣告宋小莊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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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文章，現摘譯

如下：

張德江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的講話，引發城中熱
議，解讀者眾。講話的三大要點，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
白，就是「三挺」。

一挺梁。張德江稱讚梁振英及其團隊的施政表現，重申
中央政府對梁充分肯定、堅定支持。話講得如此直白，坊
間皆曰「Plan B」之類的流言不攻自破。對那些或明或暗
搞事「倒梁」者，無異於正告他們那是白費氣力。

二挺法治。張德江擲地有聲，強調香港無論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還是進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
治，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此話看似寬
泛，卻極有針對性。政改在即，香港出現了某些拋開

《基本法》另搞一套的主張，甚至號召用公民抗命的方式
逼迫中央就範，這些都觸碰了法治的底線。張德江話鋒
所指，不啻對挑戰法治者以當頭棒喝。

有趣的是，講話並未提及「佔中」二字，戴耀廷卻感
到字裡行間都是針對「佔中」。這位「佔中」的始作俑
者，在這一點上還算有少少政治敏感。「佔中」是個
禍，中聯辦張曉明主任早就一語道破，禍根就是對抗法
治。但願戴耀廷等能夠從張德江的講話中有所醒悟，莫
做破壞香港法治的千古罪人。

三挺警隊。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在保障「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護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
市民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希望他們再接再厲，堅定支
持政府依法施政，堅定維護香港法治和繁榮穩定。

身為全國人大委員長、中央級的領導人，張德江不會
無的放矢。他的講話緊扣中央與香港共同關注的話題，
針對時下香港社會的紛紛擾擾，有感而發，態度鮮明。
只要與香港的現狀聯繫起來思考，想讀歪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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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范國威、毛孟靜兩名香港立法會議員連同香港300名

「市民」在香港一份免費報紙、一份收費報紙、一份台灣報紙刊

登廣告。在報紙上刊登政治廣告，趕時髦，沒有什麼奇怪。假如他們提出香港

現在存在的問題、未來發展的建議、提出港台加強經貿合作的主張，兩地政府

和議會改善交往的意見等等，都是無可厚非的。但這則廣告卻有些意想不到，

居心叵測。內地評論之為「幼稚」；香港報紙稱之為「屎橋」，翻成普通話就是

「餿主意」的意思。還有評論認為，這是在香港挑動「統獨」議題，以台港連線

對抗北京，在香港挑撥離間、製造敵我矛盾；在台灣媒體的反應也並不見好。

篇惑解

■曾淵滄

中央粉碎「B計劃」謠言 堅決在法治軌道推進普選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加快市區重建 解決 房問題曾淵滄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