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開放、多元、包
容、理性」是我們理應堅守的核心價值。無論
對來自內地的新移民、遊客，抑或其他少數族
裔，我們都不應抱有歧視的思維和目光。香港
作為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外向型經濟體，必須
遏止排外情緒，否則影響經濟民生，亦有損社
會和諧，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在本地的交往日趨頻

繁，由於兩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習
慣的差異，出現一些誤解和磨擦，本來不足為
奇。可是，近年圍繞「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嬰兒奶粉荒、北區小學學額不足等問題，導致
兩地居民的矛盾情緒逐漸增加，令人憂慮。特
區政府應設法疏導不滿情緒，並尋求較徹底的
解決辦法。

做好全面長遠規劃

兩地居民因交往而產生磨擦，原因複雜，其
中一項主因是本港缺乏全面而具前瞻性的長遠
規劃，許多設施已落後於社會發展的需求。例
如，以「個人遊」（包括「一簽多行」）來港的內
地旅客訪港人次，由2008年的962萬增至2012年
的2,314萬，但本港的旅遊配套，包括景點、出
入境口岸設施、購物網絡等，卻有待提升，在
某些傳統購物區甚至發生購物旅客與社區居民
的磨擦，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又例如，在1997年
7月至2013年6月期間，大約有78.4萬名持單程證

來港的新移民，而相關的支援設施，包括居
住、教育、技能培訓、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
等，是否與時並進而能夠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呢？如果做不到的話，就難免因供求失衡而令
整體社會服務水平有所下降，受影響的其他市
民出現一些怨言，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矛盾並非沒有辦法解決。例如，當局自

2013年起實施「零雙非」，本地產科床位的緊張
情況大已為紓緩；政府又在今年3月推出「限奶
令」，使港爸港媽已不用再為嬰兒奶粉頻撲，當
局亦正在評估奶粉供應鏈的壓力測試。因此，
只要特區政府取態積極，及時採取一些短、中
期措施，可以有效處理兩地交往所產生的矛
盾。當然，治本之道必須從宏觀政策層面，妥
善做好長遠而整全的規劃。當局剛剛公布人口
政策諮詢文件，稍後應盡快根據諮詢結果，以
及對未來二三十年本港人口結構變化的預測，
在房屋、教育、就業、醫療、社會福利等方
面，做好相應準備，並積極拓展社會及經濟的
發展空間，例如，提升各項旅遊配套設施，以
加強本港接待國際和內地旅客的能力。

挑撥兩地矛盾須受譴責

在制訂政府政策、規劃社會發展、分配公共
資源的時候，適當優先考慮本港居民的需要，
本來無可厚非。其實，無論是早前實施的「零
雙非」、限奶令，抑或是政府在本年6月批出兩幅

位於啟德的
住宅用地，
落實「港人
港地」的措
施，都有助
確保本港居
民享有的服
務與資源不
至於過分受
到外來因素
的影響。
但我們卻

必須保持警惕，以免走向另一極端，甚至產生
排外情緒，又或者將本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
出現的一些問題，都歸咎於來自內地的新移民
和遊客。部分政界人士和傳媒，刻意將問題政
治化，挑撥兩地居民的矛盾，提出所謂「將香
港大陸化」的指責，我們應該譴責這種狹隘的
本土主義和排他言論。試問，以過去十六年間
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為例，當中98%為香港人
的配偶或子女，我們憑甚麼理由歧視和排斥他
們呢？而內地遊客來港消費，說明香港具有吸
引力，亦為旅遊、零售、餐飲等行業帶來龐大
的經濟收益和就業機會，如果我們作出種種等
同於「趕客」的言行，是否愚不可及呢？

■盧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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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導矛盾 遏止狹隘本土主義
數天前，一名反對派的資深議員在立法會的事務委員

會上，表示明年由於政改諮詢，香港環境比較複雜，又
會出現「佔領中環」的行動，質疑政府明年是否要主辦
亞太經合會議的財長會議。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明年的亞太經合會議在北

京舉行，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可以舉辦財長級的會
議，是國家對香港的一種重要支持。其次，香港作為國
際城市，有這個難能可貴的機遇，我們應該要更加珍
惜。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財長會議是非常重要，各國、
各城市的財長共聚，加強區內的合作，產生協同效應，
加強競爭力。
一名資深立法會議員不單公然鼓勵市民違法，更反對

香港舉行國際性會議，直接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明年政
改諮詢，是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重要一步，反對派不單
不提出在《基本法》框架內的建議方案，更不斷小事化
大，搞亂香港。
香港要發展，政制和經濟均是重中之重。政改諮詢將

於明年舉行，《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有了
具體的框架，香港社會要討論的，大家都可以理性、公
平地提出來，建立共識，向前發展。
但一些違法的行為，是衝擊香港的法治，是衝擊香港

的核心價值。這些偏激的行為出自香港市民一直尊重的
法律學者、牧師口中，是令人失望的。到數天前，更有
資深立法會議員因為違法的行動，要國際級的會議讓
路，更是出賣香港的競爭力、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這些都不是香港市民心中所想，遊行、請願、示威的

自由均建基於合法的情況下，華麗的口號不可能掩飾違
法的行動，「佔中」真的太霸道了！

赴台意圖越描越黑

「佔中」三大搞手赴台拜會「台獨」大佬一經曝光，
遭到本港許許多多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幾個搞手可能
沒有料到這個結果，於是連忙在網上和其他一些場合發
出聲明。聲稱：第一、「佔中」是一個本土的民主運
動，成功與否取決於香港市民的支持；「佔中」歡迎世
界各地人民關注，但不會受任何外力影響運動方向。第
二、「佔中」感謝施明德精神上的支持，但施所提出的
「明年每月派十七人進行佔中」，此事從未在「佔中」運
動內部討論過。他們還口口聲聲表示，「佔中」會維持
原來計劃，只有當中央政府漠視港人要求真普選意願，
才會進行「佔中」的公民抗命。
「佔中」與「台獨」是有 各自利益和企圖的。施明

德在隨後幾天公開了雙方密談的內容，表面上聲稱雙方
將「台獨」和「港獨」建立「命運共同體」，但他最終

目的是希望「台獨」勢力派出人馬參加香港的「佔
中」，並且給予支援。「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還應邀
來港宣揚「台獨」理論和策略，表示樂見香港有人揮舞
「龍獅旗」。可見，「佔中」勾結「台獨」的事實不容狡
辯。
接 ，「佔中」搞手又辯解：「中央政府也接觸謝長

廷，為什麼我們密晤施明德不可以？」企圖混淆「統」
「獨」性質，結果，又招來廣大市民和本港輿論抨擊。
中央政府官員會見民進黨負責人及「獨派」人士，是從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出發，談的是促進國家和平統
一的好事。中央政府也多次重申「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原
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立場十分鮮明。而「佔中」
搞手拜會「台獨」大佬談的是什麼？是學習和引用「台
獨」經驗，幹起聯手分裂國家的壞事。「統」、「獨」
之分如此清晰，豈能混為一談！
近日，「佔中」搞手又說，他們三人是「獲邀」到台

北，當時是以個人身份出席會面。意思是他們並非主動
拜會「台獨」大佬，只是「被動」的應台方邀請而去，
以此證實自己並無勾結「台獨」勢力之意。然而，本港
媒體近日刊登對施明德的訪問文章，施明德說與李卓人
等人會面一事並非由他親自負責，他表示：「我是客
人」、「我自己一直是被動的」。他說當日還提醒李卓人
他們：「你們來看我這事要是曝光，會有相當強烈的回
應，要有心理準備」。
這幾個回合下來，「佔中」搞手的謊言一個個被揭

穿。這廂，本港有識之士群起而攻之；那廂，施明德揭
了他們的老底。李卓人等人越描越黑，裡外不是人。早
知今日，何必當初啊！

「佔中」搞手們已踩「紅線」

時至今日，「佔中」搞手們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並
非無路可走。唯一的出路是丟棄幻想，回歸現實，回到
法治的軌道上來行事。這個「法」不是「洋大人」的什
麼法，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還有全國人大的決定，必須在這個框架內推進香
港的民主進程。
也許「佔中」搞手們會心存僥倖，以為背後還有主子

撐腰，還有機會搞出點動靜。如果是這樣想，就大錯而
特錯了。雖然「一國兩制」的包容度很大，但維護國家
統一是「一國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原則問
題。任何從事分裂國家的組織和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
共同敵人。「佔中」勾結「台獨」，已經邁出了危險的

一步，踩到國家主權
和安全的紅線，踩到
了中央政府的底線。
如果膽敢公開亮出
「港獨」的招牌，必
將使自己陷於萬劫不
復之地。　
「佔中」搞手們可能還會處心積慮，看「顯性港獨」

不行，就搞「隱性港獨」。如果是這樣想，同樣是打錯
了算盤。中央政府對「台獨」的那一套手段非常清楚，
他們先是強化「本土意識」和「族群意識」， 然後推動
「本土化民主運動」，接 推動「去中國化」，提出「一
邊一國」，以「民主」之名行「台獨」之實，可謂「環
環相扣、步步為營」。然而，紙裡包不住火，「台獨」
的底牌最終亮出，搞得社會動盪、民生凋敝，最終在寶
島完全失去了市場。如今，「佔中」搞手們想把這一套
「經驗」引進到香港，從「抗赤化、拒大陸化、還以顏
色」、「守護香港」，到突出「香港本土意識和主體意識」
等等，這一套詭計和陰謀與「台獨」套路何其相似！這
些從「本土化」破題的做法，實際上是借鑒台灣民進黨
「民主化建基於本土化」的論述和方法，要害在於要
「去中國大陸化」。然而，這些招數明眼人一看便知，豈
能瞞天過海！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奉勸「佔中」搞手們就此收

手，這是許多香港市民善良的願望。這幾個搞手會不會
真心實意地收手？取決於他們自己，市民拭目以待。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近日指出，「台獨」勢力分裂國家，破壞兩岸關係，又圖謀搞亂香

港，不得人心，也絕不可能得逞。這是對「台獨」的嚴正警告，也是對「佔中」搞手們的嚴

正警告。不僅中央政府嚴正警告，這些天來，「佔中」勾結「台獨」一事在本港激起了民

憤，各行各業人士齊齊堅決譴責，紛紛出聲制止，「佔中」幾個搞手可謂「老鼠過街，人人

喊打」。可以想像，這幾位「佔中」搞手的日子並不好過，他們不停地自我辯解，但謊言一

出，即被戳穿，越描越黑， 實可憐！他們這幾天一次次自欺欺人的謊言，完全是欲蓋彌

彰，是在反中亂港的泥潭裡越陷越深。

以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為例，其目前有10幾
部互聯網法律及多次行政令，管理範圍包括通
信淨化、電腦欺詐和濫用、電子通信隱私、電
腦安全和國家安全等10多個方面，是世界上規
管互聯網法律最多的國家。韓國是民主化程度
較高的國家，政府要求國民在網站上留言或在
韓國門戶網站上發佈視頻時使用實名，通訊標
準部門對在社交網絡上發佈的違規資訊進行監
督，所謂的違規資訊涵蓋國家安全、賭博、隱
私等各類話題。

虛擬世界受法律約束

在新加坡，政府把媒體管制的觸角延伸到互
聯網，通過四種管道加強管制。其一，是讓現
有《廣播法令》成為規管網絡媒體服務的法
令。例如，在網絡視頻方面，專業製作的、向
公眾廣播的、有商業利益的，或能行使編審管
制的作品，公開發送都必須先獲得當局的許
可。
在德國，內政部負責對互聯網「不適宜內

容」的管制，依據《刑法》、《多媒體法》、
《商業法》、《青少年保護法》等法律對互聯
網內容進行監控和調查，對有悖者提起訴

訟。特別是《多媒體法》涉及到有關互聯網
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對互聯網服務商有較嚴
格制約。
2010年，本港23歲網民陳某在網絡討論區以

網名「鬼谷」留言，聲稱「我們要學猶太人炸
了中聯辦」，警方接報追查後，到被告寓所把
他拘捕。陳某承認一項作出有違公德行為的罪
名，被法院判決12個月感化，並要接受心理和
精神醫生的治療。
現實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向互聯網虛擬世界的

延伸，斯諾登、阿桑奇爆出的監控醜聞可見一
斑。美國是互聯網的發源地，掌握 核心技術
和絕對優勢，充分運用以互聯網為核心手段的
現代資訊傳播技術，廣泛對部分國家實施輿論
滲透和思想滲透，為政治顛覆創造條件。

網絡成為美滲透工具

美國是不折不扣的網絡霸權國，支撐世界互
聯網運轉的13個伺服器，美國獨佔10個。英特
爾公司壟斷晶片製造，蘋果公司稱霸手機與平
板電腦等網絡終端，IBM在電腦與網絡服務上
處於領先地位，甲骨文主導商業軟體，微軟控
制視窗操作系統，谷歌則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搜

索引擎⋯⋯
伊拉克戰爭時，美國政府行使了其對

ICANN（國際功能變數名稱與數字分配公司）
的否決權，終止了對伊拉克頂級功能變數名
稱.iq的解析，使伊拉克的網絡陷入癱瘓。
2009年伊朗選舉引發社會爭議，美國國務院

官員發電子郵件給Twitter公司，要求網站延遲
例行停網維護時間。理由就是這家網站在伊朗
政治動盪中發揮重要作用。伊朗革命衛隊則表
示，伊朗的網站和博客在製造緊張的言論，
Twitter成為抗議者向外傳遞消息和互相聯絡的
重要工具。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說：「中國不會

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
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
價值觀送到中國去。」
美國等少數國家不顧基本事實，搞雙重標

準，對我國的網絡管制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我國對互聯網的基本政策是：積極利用、科學
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這16個字是一個
整體，不可偏頗，其中，依法管理是必要保
障，確保安全是重要前提。按照中國國情，從
政治、社會、文化和法制實際出發，依法管理
互聯網，是致力於營造健康和諧的網絡環境，
構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於經濟社
會發展的網絡環境。
正如一名學者所言，互聯網只有「公海」沒

有「領海」。我國開展清理網絡謠言、關停淫
穢色情網站、整治低俗之風、打擊非法網絡公
關行為等社會普遍讚好的工作，為何被反華勢
力和香港極右媒體攻擊抹黑？這樣不顧事實，
竭力將網絡問題政治化，以達至施壓的政治目
的，實屬不得人心。

確保網絡安全是各國普遍做法艾崗馨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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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從報上得知方順生仁棣不幸身亡。順生在日內瓦聯合國工
作的時候，曾邂逅了後來調任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
的朱育誠先生，請他到家嘗其母方召 的可口家常便飯、無
錫紅燒肉。巧的是，朱父是《大公報》記者，曾到馮玉祥、
方振武、吉鴻昌率領的察北抗日同盟軍戰地採訪過，所以育
誠對方家的情況了若指掌，支持順生四叔方心讓率安生等赴
安徽祭祖、為抗日民族英雄方振武樹碑築衣冠塚。後來抗日
戰爭勝利六十周年，陳太應邀晉京代表家屬為祖父接受紀念
勳章，受到非同尋常禮遇，正說明中央對於方家愛國傳統的
肯定和鼓勵。所以順生提前退休回港盡孝，幫助母親策劃書
畫展，同時也由衷感恩中央，堅持祖輩熱愛中華的立場，旗
幟鮮明地著文批評反特區政府、反中央政府、反二十三條立
法的三反代表人物及其思潮。
筆者在方心讓仙逝時曾在《文匯報》、《大公報》和內地主

流媒體撰文，寫他在香港回歸前後對於祖國發展的無私貢
獻，出力出智、獻計獻策，在支援鄧樸方開創中國特色的復
康大事業及打通與國際交流合作途徑更是不遺餘力。心讓老
曾告知筆者，他與樸方是世交，因為鄧小平由黨派往抗日同
盟軍襄助宣傳工作，與方振武總司令有過莫逆之交。陳太的
平穩過渡難道不曾沾到祖父、四叔及媽媽召 之光嗎？
方召 博士是與李和聲大哥支持我一起創會，回歸翌年在

港註冊成立滬港文化交流協會的。我在請她題寫會名時，方
老太提筆言道：香港回歸了，成立了特區政府，香港是回歸
了，但是人心不等於回歸了，因為香港受英殖民統治毒害甚
於日本軍國主義對於台灣的影響。她說，台灣與內地同文同
種，「台獨」是獨不起來的；香港則受西方文化影響根深蒂
固，香港上層一些人在1949年前後從內地來的，對於新中
國、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些成見，不像我和心讓四叔在改革開
放後去上海辦過畫展，和他到首都見過港澳中心大賓館，才
知道今非昔比，祖國好香港明天才會更好。
協會就是要促進與上海及內地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通過

來來往往讓港人特別是青年接受中華文化再熏陶，在潛移默
化中促進人心回歸。所以，她到上海辦迎回歸畫展一定要長
子長孫一起去了解祖國，汪道涵先生建議其夫心誥母校上海
交通大學同時聘任方召 、陳方安生母女為顧問教授，她欣
然接受，方心讓夫婦也高興地親自前往滬上參加儀式。心讓
與妹妹都假當年上海最高的24層樓國際飯店結婚，他在參觀
浦東新區登上金橋一座大廈眺望，見今朝浦東摩天樓林立，
都趕超了舊上海浦西的國際高樓，感歎不已，紛紛告訴嫂子
和家人及筆者。
陳太一向公認是孝順母親、尊重四叔及愛護其胞弟順生

的，在他仨先後故世時都真誠地表示十分痛苦，筆者唯望陳
方安生女史對於尊祖、慈母、四叔和四弟生前愛國愛港的一
往情深，能夠更多的理解和珍惜。痛定思改，改弦更張未晚
矣！

希
望
陳
太
痛
定
思
改

姚
榮
銓

互聯網具有傳統媒體無可比擬的開放性、高效性和匿名性，特別是社交網絡的

廣泛應用，為網民參與公共事件的討論和言論自由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這並

不等於可以胡作非為，並不表示可以漠視底線。美國、新加坡、韓國、德國等國

家都對互聯網進行規管，有 極其嚴格的法律規定。在中國，也一直依照本國現

行法律法規管理互聯網，營造有序網絡環境，確保網絡安全。香港是全球首個要

求辦網公司登記，並接受有關機構監管的地區，《公安條例》、《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廣播條例》和《版權條例》等法例都有相關的規管條文。

「佔中」勾結「台獨」刻意挑戰中央底線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