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政府敦促和特區政府積極跟進下，菲律賓馬尼拉市議會日前通
過決議案，授權市政府對3年前造成8名港人死亡的人質慘劇，向特區政
府及受害者家屬由衷致歉，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並會於下月帶同有關
決議文件到港致歉。這是3年來首次有菲律賓政府官員正式向受害者家
屬道歉，並承諾對事件賠償，無疑是一個好開始，也說明中央政府與特
區政府鍥而不捨的追討跟進，取得了初步成效，特首梁振英亦以實際的
行動兌現對受害者家屬的承諾。須知道，真正促使馬尼拉道歉的，是中
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施壓，而非只懂提出譁眾取寵建議，成事不足敗事
有餘的反對派。究竟誰人一直在做實事，誰人不斷借事件抽水，相信社
會自有公論。

鍥而不捨追討跟進

馬尼拉市議會主動對人質慘劇承擔責任，主要是由於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持續追討所致。梁振英自上任以來已高度重視人質慘劇，先後從不
同層面要求菲方回應受害者家屬的4項訴求。梁振英在早前出席亞太經
合組織峰會期間，更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轉達了受害者家屬和傷者的訴
求，習近平亦當場指示有關部門跟進事件；總理李克強及後更當面敦促
阿基諾三世嚴肅對待事件。在中央的支持下，梁振英在峰會期間爭取到
與阿基諾三世面談，並促使他承諾派遣高層官員與港方商討事件，取得
3年以來最大的突破。現在馬尼拉市議會亦正式道歉及賠償，初步回應
受害者家屬的訴求，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努力應予肯定。
令人失望的是，與馬尼拉市議會承擔責任的態度相反，在事件中責任

更大、錯誤更多的菲律賓當局，仍然拒絕就事件道歉。阿基諾三世在回
應時表示該國政府不會就事件道歉或賠償，並且繼續將責任推在槍手之
上，指由他代表菲律賓全國民眾為一件「個人行為」道歉是不合適的。
阿基諾三世的說法是名副其實的狡辯，缺乏一國元首應有的風範。連菲
律賓自己進行的調查報告都指出，導致多人傷亡的原因是菲當局的「無
能」，菲政府理應負上所有的責任，怎可說成是「個人行為」？多條人
命因為菲律賓特種部隊的失誤而命喪異鄉，只要有一點良知的人都應公
開致歉並承擔責任，阿基諾三世的言論說明他不但毫無反省之意，更加
厚顏無恥的推卸責任。

反對派吃裡扒外

對於菲當局的無賴行為，本港必須繼續追討，當中的關鍵是通過外交
渠道及制裁措施，與中央政府密切配合向菲當局施加壓力，迫使阿基諾
三世就範。這需要全社會齊心一意去打好這場仗。在這個時候，本港社
會更需要槍口一致對外，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討回公道，萬萬不能自亂
陣腳，抽特區政府後腿。然而，早前菲當局故意利用一些斷章取義的報
道，意圖貶損特首，令當局的追討工作處於被動。當時一班反對派議員
竟然跟 菲當局的指揮棒起舞，反過來指責特首，附和菲當局的心戰策
略。及後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人民力量陳偉業及一眾反對派議員竟然
要特首公開對菲當局的追討策略，變相為菲探聽情報，以便早作防範。
這些吃裡扒外的行為說明反對派與菲律賓站在同一陣線，出賣香港的利
益。
市民應該看到，真正努力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的是梁振英及特區政府，

而一眾反對派議員卻不放過任何抽水機會，利用人質慘劇攻擊特區政
府，以達到其「倒梁」目的，至於能否討回公道卻不是他們所關注的，
市民終於可看清這些人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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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
管理局總裁
陳德霖率團

訪問北京，與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談起放
寬香港離岸人民幣買賣的限制，期望將來
香港人可以無限量買賣人民幣，而不是像
目前那樣，每日只能買入2萬元人民幣。得
到的答覆是正面的，人民銀行將積極考
慮。
這是好消息。讓港人在香港無限量買賣岸

外人民幣，技術上可行，而且不會影響上海
岸內的人民幣交易。目前，香港的企業實際
上已經可以在內地無限量地買賣岸外人民
幣，只要岸外人民幣和資金池有足夠的人民
幣供買賣，的確是不需要限制。讓企業無限
量買賣岸外人民幣的安排已推行了好一段時
間，沒有任何問題發生。

岸外人民幣資金池的總額畢竟有一個限
量，因此所謂無限量買賣實際上也受制於資
金池的總量，不會失控，不會受到大鱷狙
擊。
放寬香港岸外人民幣的買賣限額，好處很

多，對香港好，對中國內地整體而言也是好
事。
放寬香港岸外人民幣買賣，是人民幣走向

國際化、人民幣自由兌換的一個很好的試
驗。讓香港成為試驗區，可以在香港試驗各
種各樣的人民幣理財產品、人民幣貸款業
務、人民幣期貨、掉期買賣及各種衍生工具
的試驗。這是人民幣走向全面自由兌換之前
一定得做的試驗。先通過岸外市場來試驗，
有利將來全面開放，即開放岸內市場。岸外
市場的推廣，會使到岸外人民幣的總金額增
加，今日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全世界各國政府

的最重要外匯儲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岸外美元已存在於世界各地。人民
幣想成為國際貨幣，想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
外匯儲備貨幣，首先就得增加岸外的人民幣
供應。岸外人民幣供應增加不會影響中國內
地人民幣的供應，因此不會影響中國的通
脹。在香港先行先試，成功了就可以推廣到
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推廣岸外人民幣業
務。
對香港而言，若放寬岸外人民幣的買賣，

金融界自然可以多些生意做，各種人民幣的
理財產品、股票、債券就會應運而生。對一
般市民而言，也多了一個投資儲蓄的機會。
目前每天買入兩萬元人民幣畢竟麻煩，賣出
也同樣有限制。放寬更多香港人、更多資金
流入人民幣的岸外市場，可讓小市民多一個
投資的選擇。

放寬人民幣買賣限制 兩地同得益

「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

和工黨主席李卓人19日拜訪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施

明德同時披露了一些連香港市民都不知情的「佔中」

具體行動，就是在明年香港回歸17周年，「台獨」勢

力會每月派17人參與「佔中」，「參與者已有被捕的心

理準備」。「台獨」祖師爺林濁水19日以「台灣民主憲

政發展中的中國因素」為題發表演講，他對「港獨」

分子高舉所謂「龍獅旗」的分離主義傾向大為讚賞，

為某些人搞「港獨」大唱讚歌。這些事實，是「佔中」

發起人狡賴不了的。

勾結「台獨」破壞「一國兩制」繁榮穩定
面對反對派引狼入室干預香港事務的危險形勢，建

制派昨日發表聯署聲明，點名譴責反對派和「佔中」

發起人朱耀明等人到台北與施明德會面，討論「佔中」

行動，是借助「台獨」分子推動「佔中」，要求反對派

立即懸崖勒馬，停止這種分裂國家的危險行徑。建制

派的聯署聲明，是代表七百萬港人的強力聲音，是制

止任何破壞香港民主步伐順利發展的嚴正警告。如果

反對派不停止這種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繁榮穩定的

做法，反對派必須承擔嚴重後果。

本來，中央政府已經安排2017年進行普選行政長

官，有關諮詢意見的工作即將展開，只要香港人務實

理性、按照法規、包容折衷，就可以談出一個大家都

可以接受的政改方案，讓香港早日實現普選。但是，

反對派李、鄭、朱三人前往台灣，公開勾結「台獨」

分子，向「台獨」分子取經，並且制定了香港反對派

和「台獨」分子共同「佔中」的計劃，要建立「港獨」

和「台獨」的「命運共同體」，一致對抗「一國兩

制」，挑戰《基本法》，這明顯是要蓄意破壞2017年普

選特首的進程，通過「佔中」製造暴力流血事件，把

普選的希望砸碎，撕裂香港社會，讓香港長期出現動

亂不安。

大家都知道，施明德等民進黨人的歷史、他們的鬥

爭經驗，就是進行暴力流血鬥爭的經驗，就是撕裂族

群、製造尖銳對抗的經驗。民進黨人後來被判坐牢，

得到了另外一個「台獨」分子李登輝的大赦，最後兩

股「台獨」勢力合流，導致了陳水扁上台執政，以後

的八年台灣經濟一直大幅度滑坡，讓台灣人民吃盡苦

頭。台灣式的暴力民主，最後培育出貪腐的陳水扁，

展現出劣質民主的危害性。香港的反對派企圖把香港

引向台灣式動亂之路，這是大禍劫。前不久，「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惡狠狠地批評香港爭取民主「沒有流

血」，所以不會成功；不旋踵，另一名發起人朱耀明立

即前往台灣，落實了「流血論」，向施明德拜師學藝，

並且招引「台獨」勢力派人來香港參與「佔中」，其動機

昭然若揭，無非就是要由民進黨人在香港擔任指揮，

示範一次流血事件，製造震撼的衝突，挑戰中央政府

的底線，企圖造成普選行政長官一拍兩散的局面。

犧牲港人利益為「台獨」目標陪葬

如果香港實行了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一國兩

制」的實踐就大步向前，向全世界證明「一國兩制」

的成功。這麼一來，也會帶動台灣走向和平統一。

「港獨」和「台獨」如果建立了「命運共同體」，他們

的出路就是要千方百計破壞「一國兩制」，破壞行政長

官普選，讓台灣可以繼續走分裂對抗的道路。講得更

實質一些，就是要犧牲七百萬香港人的利益，為「台

獨」分子的分裂目標陪葬。

「佔中」是暴力，引入「台獨」更是要為「佔中」

增加殺傷力，倣傚「台獨」的經驗，借助外力讓美國

勢力參與其中，實現美國重返亞洲戰略，製造兩岸的

長期分裂，製造香港長期對抗中央政府，牽制中國。

所以說，戴耀廷、朱耀明這些「佔中」發起人，嘴巴

上說「和平與愛」，實際上是口蜜腹劍，讓「佔中」發

生裂變、核彈爆炸，要炸毀香港的經濟，也炸毀「一

國兩制」的事業，讓七百萬香港人無辜受災受難。勾

結「台獨」，蓄意破壞普選，這是美國的詭計，也是

「台獨」分子的妄想。香港人一定要高度警惕，防止禍

害於未然。香港的普選，是香港人和中央的事務，絕

對不允許拉攏美國勢力和「台獨」勢力干預。

面對反對派引狼入室勾結「台獨」干預香港事務的危險形勢，建制派的聯署聲明，是代表

七百萬港人的強力聲音，是制止任何破壞香港民主步伐順利發展的嚴正警告。如果反對派不

停止這種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繁榮穩定的做法，反對派必須承擔嚴重後果。勾結「台獨」，

蓄意破壞普選，這是美國的詭計，也是「台獨」分子的妄想。香港人一定要高度警惕，防止

禍害於未然。香港的普選，是香港人和中央的事務，絕對不允許拉攏美國勢力和「台獨」勢

力干預。

建制派聲明警告反對派 懸崖勒馬停止勾結「台獨」

也許菲律賓真的沒有為槍手道歉的文化，但任何國家的政
府都應當有為政府無能和失責道歉的文化，為不幸遇難的死
傷者及其家屬表示哀傷的文化。中國漢代被世界譽為盛世，
受道學影響的漢文帝以勤儉愛民著稱，受儒學影響的漢武帝
以雄才偉略傳世，都下過罪己之詔，進行自我檢討，何況阿
基諾三世。儒道思想流傳中國兩千年而不絕，傳頌世界數萬
里而仍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其修身自省的精神。即使在蒙
昧之地、蠻荒之族，人類也有道歉的文化。做錯事而缺乏道
歉和自省的文化，是侵略的國家、是野蠻的國家、是強盜的
國家、是全球應當共討之的國家。對菲律賓的錯誤，香港不
能放下，也不應當放下。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槍手的行為也
是不能放下、也不應當放下的劫持人質罪行。

菲律賓政府豈能置身事外

3年前馬尼拉發生的劫持人質事件，在國際法上是引起國際
社會嚴重關切的罪行。根據1979年在紐約開放簽字的聯合國
《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序言的說法，一切劫持人質行為是
「國際恐怖主義的表現」。該國際公約第1條第1項明確規定：
「任何人如劫持或扣押並以殺死、傷害或繼續扣押另一個人為
威脅，以強迫第三方，即某個國家、某個國際政府間組織、某
個自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作或不作某種行為，作為釋放人
質的明示或暗示條件，即為犯本公約意義範圍內的劫持人質罪
行。」從這個定義出發，不難得出馬尼拉的槍手事件是該國際
公約要求國際社會防範和打擊的劫持人質罪行。既然這是一起
國際公約明確的劫持人質罪行，而在馬尼拉發生的劫持人質的
罪行又是國際恐怖主義的表現，菲律賓豈能置身事外，它有什
麼責任呢？
上述國際公約第3條第1項指出：「罪犯在其領土內劫持人質

的締約國，應採取它認為適當的一切措施，以期緩和人質的處
境，特別是設法使人質獲得釋放，並於人質獲釋後，便利人質
離開。」由此可見，菲律賓政府應當採取是：1、它認為適當

的一切措施；2、緩和人質的處境；3、設法使人質獲得釋放；
4、於人質獲釋後，便利人質離開。而它認為適當的一切措
施，並非沒有標準。
然而，從事發當日的香港電視直播所見，菲律賓政府雖然派

出所謂「特種部隊」來包圍槍手劫持人質的巴士，但沒有採取
「一切措施」，採取的措施也不完全「適當」。沒有「緩和人質
的處境」，反而使現場處境變得緊張，使槍手動了殺人之念，
「特種部隊」招來的槍手親屬反而激怒了槍手，結果也沒有
「設法使人質獲得釋放」。這是當時在電視機前面觀看的香港觀
眾無不感覺焦慮擔憂的。歸根到底，菲律賓政府沒有充分地、
適當地履行該國際公約的義務和責任。「特種部隊」雖有槍手
要動手殺人的預感和認知，但也沒有採取制止的措施。
菲律賓政府可以抵賴這場災難是槍手本人的殺人行為，與

「特種部隊」乃至菲律賓政府無關嗎？
當然不能。槍手有責任，「特種部隊」也有不同的責任，指

揮「特種部隊」的官員和其他有關人員難辭其咎，儘管他們的
責任並不完全相同。例如，如死因庭或有其他證據證明，在15
名香港遊客中，有人因「特種部隊」槍擊受傷進而致死，則該
「特種部隊」有直接責任。又如，菲律賓政府未能履行上述國
際公約有關「緩和人質的處境」、「設法使人質獲得釋放」，也
應當有相應的責任等。
儘管槍手的責任不能歸因於菲律賓政府，但援救不力乃至失

誤的責任要歸因於菲律賓政府，這種責任是國家責任。1979年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擬定了《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該
草案第8條規定，「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為，在以下情況，於
國際法亦應視為國家的行為：（a）經確定該人或該群人實際
上是代表該國行事；或（b）該人或該群人，在正式當局不存
在和有理由行使政府權力要素的情況下，實際上行使這些權力
要素。」阿基諾三世稱槍手之事與政府無關，可以說不懂國際
法，是法盲，是流氓。

港人應支持特區政府討回公道

最後不能不提到由誰交涉、如何施壓的問題。在「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外交事務要由中央政府管理，但香港的對外事務也
可以由特區政府處理。筆者認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協助
下，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可以與菲律賓直接交涉，體現香港作
為單獨關稅區與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這是「一國兩制」下
可以並值得創新的領域。由於菲律賓不講法理、不說道理、不
顧情理，施壓和制裁是需要的，也是難以避免的。3年來的事
實證明，香港的黑色旅遊警告是不夠的，應當加碼。加碼也只
是臨時性措施，以期加快死傷者及其家屬正義、公義之伸張。
香港廣大市民應當團結一心，支持特區政府代表死難者其家
屬，向菲律賓政府討回公道。香港輿論應當聚焦，特區政府也
應當抓到底。

香港應當團結應對菲律賓人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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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佔領中環」行動為引發更大的破壞力，不惜派人到台

灣尋求「台獨」分子的「支援」，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務求令到

「佔領中環」引發難於估計的嚴重後果。這已不是爭取「普選」問

題，而是勾結外來勢力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舉動。作為香港廣大

市民，我們決不允許反對派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損害港人

切身利益和安居樂業。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對反對派所發起的

「佔中」行動進行抵制和反擊，更不能讓「台獨」思潮在港氾濫，

必須指出反對派搞「爭普選」是假，亂港搞「港獨」才是其真正

的險惡用心。

反對派到台灣尋求「台獨」分子支援，事件顯然不是單一純為

「爭普選」而為，而是對「佔領中環」行動作出各種部署和升級，

實現「港獨」「台獨」合體的亂港表現，情況非常嚴重。

對反對派「邀請」「台獨」分子來港從事有關不符香港入境條例

要求的事，特區政府應考慮拒絕其入境；對「邀請」外來勢力來

港進行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及治安的人及團體，應加以警告甚至檢

控。回歸前港英政府對勾結外部勢力破壞政府管治特別有戒心，

輕則判刑坐監，重則驅逐出境。

對於「佔領中環」行動與「台獨」合流，特區政府應作出相應

的準備和部署行動。起碼，在宣傳上應該有些「表示」，提醒市民

切勿以身試法，更不要被「港獨」、「台獨」的言論所誤導。

作為普羅市民，也應參與抵制「佔中」行動，及勸喻身邊朋友

和子女兄弟千萬不要參與「佔中」行動，譴責「佔中」與「台獨」

互相勾結，搞亂香港，破壞普選；還要積極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按基本法推進民主。這是大家應盡的義務和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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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尼拉人質事件已經3

年了，久拖不決，死者靈魂未

能安息，傷者心靈未能平復，死傷者家屬的憤懣未

能消解，香港700萬市民的牽掛未能忘懷，祖國14

億人民的關切依然存在。由於菲律賓不講法理、不

說道理、不顧情理，香港廣大市民應當團結一心，

支持特區政府代表死難者及其家屬，向菲律賓政府

討回公道。香港輿論應當聚焦，特區政府也應當抓

到底。

篇惑解

■約20名市民自發到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出席

的論壇外示威，高呼「反對濁水污染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