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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剛展
開為期4個月的諮
詢，提出每戶每

月繳付30元至74元供公眾討論，同時提
出3種模式實行家居廢物按量徵費。筆者
認為垃圾徵費只能算在源頭減廢上稍有
幫助，但是要長遠解決香港垃圾問題，
還是要有一籃子的規劃，從源頭減廢、
回收再用、堆填、到垃圾焚化，四個方
法可相融合。政府在推出諮詢文件之
餘，應該把處理垃圾的其他方法有系統
的列出路向，讓公眾清楚知道政府垃圾
處理的長遠規劃該何去何從，不用讓市
民單單靠估。而最大阻力，還是那些為
反對而反對的聲音，只有理性的輿論張
目，討論才能踏上正途。

要有一籃子的規劃

眾所周知，香港三個堆填區將於2至6年
內爆滿，但是上個立法會年度，政府建議
的三個堆填區擴建方案在政黨一片反對聲
浪中暫時撤回，雖然算不上無疾而終，但
也證明政府就算立法會十月復會後再次提
出也非輕易就能闖關成功。有政黨相信，
政府今次的垃圾徵費，或將會與擴建堆填
區，甚至興建焚化爐的建議捆綁，要公眾

及政黨表態選其一。其實，垃圾徵費與擴
建推填區及建焚化爐應該是三者相配合，
可以互補權衡三者的利弊，垃圾徵費只能
減少產生垃圾，不能滅絕垃圾，最多只能
暫緩堆填區飽和速度，但也只是治標不治
本之法，若堆填區不獲擴建，垃圾始終一
天還是會飽和，到時候垃圾該何去何從？
難道真要等到香港「垃圾圍城」後才另覓
辦法？
其實興建焚化爐才是治本之法，也是不

少國家常用來處理垃圾的方法，就連廣州
也於2011年4月起已實施以堆填及焚化處
理生活垃圾，每天處理近1.4萬公噸。它
們將城市垃圾分為可回收物、餐廚垃圾、
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4類，若不按規定分
類投放、收集、運輸和處置，責令改正後
仍不改正，個人每次罰款50元人民幣；單
位每立方米垃圾罰款500元人民幣，不足1
立方米亦當1立方米計算。規例又列明，
若住宅區設物業管理，須由物業服務公司
負責設置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容器，違
規會被罰款1萬至3萬元人民幣。其他鄰近
地區如日本東京便有21座焚化設施，新加
坡也有5座焚化爐，台灣及韓國也有，當
地51%廢物經焚化處理。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國家也同時有垃圾徵費、垃圾分類再

回收等政策同步強制執行，才能發揮效
用，可見各國處理垃圾需要多管齊下才有
效用，單一政策並不能輕易解決垃圾問
題。試想香港與日韓星等國有何不同，為
何不能仿傚他們處理垃圾的方式？不少人
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顧慮是排放有毒物質
二噁英，但是隨 科技的推步，新式焚代
爐技術已大大減少排放有害物質，甚至有
報告指出排放的氣體比堆填區對週遭環境
影響更小。

勿把垃圾問題政治化

雖然目前不少政黨或環保團體都就垃圾
徵費作出民意調查，普遍支持率都比不反
對高，可見市民對垃圾徵費都能接受，反
應基本上良好，目前只是在如何操作及收
費上有所爭拗。但是，香港市民一直缺乏
把垃圾分類減少廢物的處理習慣，或制約
了減廢計劃成效，甚至助長非法棄置垃圾
等情形。政府應藉垃圾徵費的契機，推動
垃圾分類計劃和回收行業發展，再把堆填
及焚化等方法重新規劃制定出一套最能符
合香港的長遠垃圾處理方法，而各個政黨
也請以大局及香港福祉為重，勿把所有垃
圾問題政治化，為反對而反對，令香港垃
圾無地容身。

破除反對思維 垃圾處理才有出路

如果在幾個月前，談起小學教師林慧
思、激進組織「調理農務蘭花系」以及
還是「人民力量」「教主」的黃毓民，
外界恐怕難以在三者之中看出聯繫，但
自從林慧思粗口辱警事件發生後，令其
背後的「蘭花系」以至幕後主使人黃毓
民統統曝光。這次辱警鬧劇並非偶然而
至，相反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挑戰
警權行動，目的是為林慧思以及「蘭花
系」在激進派中打響名堂，繼而參與補
選展示實力，最後成為黃毓民東山再起
的本錢。這一切都是源於黃毓民與蕭若
元在「人民力量」內的權鬥而來。

與黃毓民另起爐灶有關

林慧思是「虔誠」的黃毓民「信
徒」，忠誠程度遠勝其他支持者，當年
黃毓民創立社民連時，她不怕影響自身
的教師形象而加入，並且跟從「教主」
狙擊民主黨；及後就因為黃毓民因內鬥
失敗被「人民力量」掃地出門，她又繼
續追隨，連帶痛恨一眾「人力」領導
層，結果在辱警事件稍告平靜之後，她
立即忍不住攻擊「人民力量」無用、無
膽、無力，其過橋抽板的言論引發「人
力」支持者火冒三尺，指她恩將仇報，
原因正是不知這位林慧思的底細，更不
知辱警事件背後還有一個黃毓民嫡系組
織「蘭花系」。
事實上，在辱警事件當日，參與拍攝

的正是「蘭花系」一眾成員，甚至率先
衝入警方封鎖線也是「蘭花系」核心成
員，林慧思口中所說的「雄哥」；事後
「蘭花系」也利用其網上電台節目「獨
家」訪問了林慧思，為她百般美化，攻
擊批評她的人士。這些行動其實不過是
為了打響林慧思及「蘭花系」的名堂，
為之後參與區議會的補選做好準備。可
笑的是，一眾「人民力量」及其他反對
派政黨人士，不知就裡的「盲撐」林慧
思，殊不知撐的卻是他們恨之入骨的黃
毓民，結果齊齊為他人作嫁衣裳，事後
更被林慧思踢到一邊，並且冷嘲熱諷，
這也是自找。

不過，林慧思與「蘭花系」的出
現，與黃毓民另起爐灶有直接關係：
林慧思是黃多年「教徒」自不消說，
「教主」要她往東便東往西便西；而
「蘭花系」這個組織其實在開始時是聚
焦於新界東北的發展，核心成員也就
幾個人，沒有資源、沒有人手、沒有
知名度，是一個毫無影響力的組織。
但在幾個月之後，他們的境況卻一百
八十度轉變，有財力在新界東開地區
辦事處，開辦各種政黨的地區服務，
大派福利，資源人手突然變得源源不
絕，這些錢究竟從何而來？說是市民
的捐款恐怕是不切實際，有大水喉注
資才是真正原因。

黃毓民狡兔三窟之計

在「蘭花系」剛成立的時候，當時還
在「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已經留意到這
個組織，原因是他們一班核心成員不時
參與黃帶領的衝擊行動，而且往往走到
最前，令黃覺得他們「忠勇可嘉」。及
後在「人力」內部更發生了蕭黃爭權事
件，蕭派開始向黃毓民的愛徒黃洋達開
刀，一眾執委會成員也歸到蕭派聯手向
黃施壓，令黃毓民開始擔心會重演當年
社民連的覆轍。於是在其時開始為自己
謀定後路，一方面大力支持黃洋達的
「熱血公民」；一方面將「普羅政治學
苑」轉型成為政治組織；另一方面裁培
「蘭花系」，將其由一個插科打諢的政治
組織，變成初具政黨雛型，並且派出心
腹「教徒」參與其中。試想想，如果沒
有黃毓民的人力物力支援，「蘭花系」
會一夜富貴，甚至不惜花個幾萬元參加
區議會補選，就只為宣傳嗎？這明顯是
不可能的。
所以，「蘭花系」的出現正是黃毓

民狡兔三窟之計而來，現在看來黃毓
民還是老謀深算，否則現在他真的是
無處容身，甚至連立法會議席還不知
是否保得住。林慧思、「蘭花系」與
黃毓民的關係，實際上暴露的是激進
派爭權奪利的本質。

最近美國和英國分別高調表態，要實行「國際標準

的選舉制度」，「要讓香港人有最後的抉擇」。與此同

時，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突然提出了要在立法會的政

制事務委員會討論「政黨法」，其意乃配合民主黨的

「政黨輪流執政」方案，欲使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成為

「真普選」。如果「政黨法」能夠在立法會通過，就意味

反對派可以聯合某些立法會的政黨，生米煮成熟

飯，落實「政黨輪流執政」，創造出新的憲制現實，反

對派得到「政黨法」的保護，就可以落地生根。退一

步，「政黨法」在立法會提出討論，就可以把政改問

題提前炒熱，配合「佔領中環」的第二波討論，向基

層推廣，並且投石問路，試探中央的反應。

反對派推動「政黨法」的盤算

反對派長期以來，反對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立

法，也反對制定和推行「政黨法」，他們擔心，上述的

法律一旦立法成功，禁止了香港政黨和外國政治組織

聯繫，禁止政黨顛覆和對抗中央政府，反對派政黨就

會受到法律的約束，其活動空間和取得境外的捐款，

就會受到限制。所以，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也反對

香港制訂「政黨法」。到了最近，由於美國和英國出面

支援，民主黨的膽量壯起來了，認為大小的政治氣候

已經改變，如果真的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政黨

就有機會上台執政，如果沒有「政黨法」的保障，對

於政黨輪流執政就非常不利，所以劉慧卿也贊成政改

方案和「政黨法」一起打包，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

討論，探測氣候，以利他們推行英國的議會內閣制。

根據民主黨提出的方案，兩條腿走路，提名委員會

可以提名，另一個渠道是七萬到八萬個公民，也可以

提名。推選出了行政長官參選人，然後提名委員一人

一票支持一個參選人，參選人只要取得八分之一的提

名票，就可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這是一個確保反

對派可以入閘的方案，入閘之後，他們掌握了輿論工

具，也掌握了立法會選舉的票源優勢，就有機會在

2017年突襲成功，奪取權力。

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很明顯，民主黨的方案就是要衝破《基本

法》的提名規定，另外再搞一套，脫離憲制。所以，

就需要製造輿論，抹黑《基本法》，抹黑「一國兩制」

的實踐，製造輿論。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難以管

治」論、「政黨輪流執政」論，最近連珠炮發。有人

說，回歸十六年來，行政會議不如港英時期的行政

局，立法會不如港英時期的立法局，特區政府不如港

英政府，行政長官的施政寸步難行，在立法會得不到

政黨的支持，政黨也不需要對自己的反對政治負責，

如果2017年香港的政制原地踏步，香港就成為了難以

管治的地方。所以，2017年無論怎樣都要改革香港的

政治制度，轉為「政黨輪流執政」的制度，以符合國

際政治的運作標準。

眾所周知，如果實行政黨上台執政的制度，政黨的

主席如果贏得了選舉，那麼，政黨主席就是行政長

官，政黨的主要人物就是香港的主要官員，議會裡面

的最大一個政黨，就是執政黨。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

的政治體制，而絕對不是一個地方政府的政治體制。

這是立法會權力至上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基本法》

規定的行政主導的政治制度。

有了「政黨輪流執政」制度，政黨的權力來源於香

港選民，而香港選民資格，並不是以中國公民作為限

制，而是以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作為標準，不計

較國籍，不計較在外國擁有居留權。由於外國政府隨

時可以透過居留權和國籍的修改和解釋，就可以將香

港的選民國際化，這麼一來，外國籍的選民就可以擁

有提名權和選舉權；外國就可以通過這些國際化的選

民，對香港的政黨提供各種援助，包括經濟的援助，

包括政治鬥爭策略的援助，香港就成為了國際的租

界。外國政府可以高調借口保護僑民的利益介入香港

的內部政治。

公然侵奪了《基本法》的權力

這樣一來，實際上侵奪了《基本法》中國家主權的

最核心部分，也閹割了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

官員的主權。根據《基本法》，中國收回了香港，中央

政府擁有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根據

《基本法》二十三條，外國政府不能干預香港的政治，

香港的政黨不能和外國建立聯繫。根據《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特區政府的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並不

是由同一個選舉法例和渠道產生，而是由兩個不同渠

道的選舉方式產生，確立了立法會擁有大多數議席的

政團，既不能夠控制行政長官，也不能控制特區政府

的主要官員。中央政府保證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

任命權力，確保香港的政權一定要掌握在愛國愛港人

士手上，而不會落入外國政府支持的力量的手上，這

是保障中國主權和安全的一個安全閥。

「政黨輪流執政」論，要害之處，就是企圖解除中

央政府在憲制上的權力，造成一個陷阱，選舉結果已

經產生，政黨的勢力已經形成了，中央如果在壓力下

委任這個行政長官，就等於被取消了委任行政長官的

實質權力。如果中央政府不委任這個行政長官，就直

接和香港的選舉結果對立，陷中央政府於不義，製造

一個憲制危機，令香港的局面動盪不安，最後也犧牲

了香港最珍貴的穩定投資環境，讓香港變成亂港。香

港成為了中國和外國勢力交鋒的前沿陣地，政治戰、

金融戰、經濟制裁戰年年不斷，香港七百萬人的飯碗

受到衝擊，受害的將是七百萬香港人。

任何人都知道，如果實行政黨上台執政的制度，政黨的主席如果贏得了選

舉，那麼，政黨主席就是行政長官，政黨的主要人物就是香港的主要官員，

議會裡面最大的一個政黨，就是執政黨。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而絕對不是一個

地方政府的政治體制。這是立法會權力至上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

的政治制度。「政黨輪流執政」論的要害之處，就是企圖解除中央在憲制上的權力。

「政黨輪流執政」論符合《基本法》嗎？

加拿大智庫費沙爾學會(Fraser
Institute)近日公布2013年世界經濟自由
度報告，在全球151個國家與地區
中，香港成為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地
區，蟬聯冠軍，當中信貸巿埸規例更
獲滿分。報告指出，經濟自由較高的
地區，可為人民提供較佳的生活質
素，人民享有較繁榮的生活，較多的
政治及公民自由，壽命亦較長。香港
在排名中位居首名，說明香港的經濟
民生和政治及公民自由比許多西方國
家和地區優勝。西方學術機構再三肯
定香港回歸16年來的發展成就，這對
「佔中」行動作出了不言自明的有力
反駁。

借港人打港人乘亂奪權

不過，一些偽善法律學者還是要假
借「真普選」之名違法「佔中」，抹

殺香港獲舉世公認的繁榮和自由的事
實，用心十分險惡。事實上，反對派
策動「佔中」，妄圖在原有程序外另
搞一套，挑戰「一國兩制」下中央憲
制權力，更衝擊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
港底線，甚至不惜以香港經濟命脈和
市民利益作談判籌碼，削弱香港優
勢，這些事情早已暴露出「佔中」分
子服務美英，寧願香港受害，讓美英
乘亂獲益。「佔中」行動的目的就是
搞所謂的「真普選」，發起人強調引
起第二波第三波的反應，這正正是搞
港版顏色革命，為親美英政客奪權鋪
路。值得留意的是，英國外交及聯邦
事務部大臣施維爾、美國駐香港總領
事夏千福近日先後對香港的普選事務
說三道四，聲言隨時就普選準備提供
任何支援，又表態支持「真普選」，
向在港代理人發號施令已到明火執仗

的地步，「佔中」分子卻對外國勢力
侵蝕香港利益無動於衷，顯示這些人
一直都在勾結美英勢力。
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多個國際機構

均肯定香港在經濟和政制上的優勢，
「佔中」發起人胡指香港發展倒退，
只能是理屈詞窮。維基解密及世界多
個媒體機構早已先後披露美英多個組
織借「民主自由」之名，在全球多個
國家和地區支援和扶植親美英政權，
造成所謂的「顏色革命」。「佔中」
行動就是「借港人打港人」的陷阱，
這符合美英政府乘亂獲益的陰謀，參
與「佔中」只會淪為服務美英利益的
棋子，港人不會上當。

警惕奪權陷阱 勿當「佔中」棋子

徐　庶

單志明 浙江省港區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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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少歷史
書，有關近代
外蒙古獨立的

史實較少論及，據《文史參考》記
載：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
聲，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塔開
會，決定蘇出兵東北，同時默許外蒙
古獨立，實際是投入蘇聯的懷抱。國
民黨政府大驚，派宋子文帶團赴蘇交
涉。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
約》在莫斯科簽字，宋子文認為，日
寇未退，外蒙又失，怎麼向國人交
待？拒不簽字，並提出辭職。後來這
個條約由新接任的外長王世傑代表中
國簽字。就這樣，外蒙古150萬平方公
里土地從中國版圖消失，「秋海棠」
從此缺了一角。慘痛的史實證明：國
力不強根本無談判籌碼，危急下求別
人伸出援手，條件之辣、代價之沉重
可見一斑，「弱國無外交」是千古不
變的事實。
所幸的是，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蒸蒸

日上、軍事實力與日俱增，面對令人
憤慨的「釣魚島紛爭」，表面看中國一
舉戰勝日本不難，但放眼全球，美國
正不甘中華民族崛起，終日伺機煽動
中國周邊鄰國頻頻挑釁、叫囂生事。
故此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
仍未過時，只有認清大局、固本培

元，方能應對各種棘手的持久戰。
在實力至上的年代，對話常是弱者

向強者的屈從，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是
講實力、不講道理，商界亦是重利輕
義、大魚吃小魚的世界，危中求助得
到的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被吞
併、接管的命運。早於1965年發生的
香港銀行擠提事件尚令人心有餘悸，
當時有小型銀行因對地產放款過度而
倒閉，引起對華資銀行信心恐慌，相
繼出現擠提潮，一些華資大行最終獲
大財團支持渡過難關，但被割讓股
份，失去控制權，該事件引發出六十
年代首次股災。最令人記憶猶新的
是，2008年世紀金融海嘯，曾經叱
風雲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突然爆煲倒
閉，次貸危機將一個個聲名顯赫的投
資證券行拉下馬，繁華的華爾街頓時
風聲鶴唳。為避免倒閉，一些投資銀
行無奈將擁有權拱手相讓，最終逃不
過被吞併的厄運，經歷了無數次的
「大吃小」併購個案，華爾街如今才能
輕裝上路、開始復甦。
雖然如今已處於上天入海無所不能

的高科技時代，但人類始終脫離不了
「弱肉強食」的森林規則，無論國家與
個人，只有不斷提昇自身實力，才是
長保競爭力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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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際學術機構近期發表報告，肯定香港在經濟金融和民主自

由的發展成就，「佔中」發起人對香港現狀的抹黑只能是理屈詞

窮。然而，反對派仍「企硬佔中」打殘香港，甚至附和美英近期

對香港政制發展說三道四，目的就是設一個「借港人打港人」的

陷阱，讓親美英勢力乘亂奪權，服務美英利益。參與「佔中」只

會淪為服務美英利益的棋子，港人不會上當。

■單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