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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0」研究總監李永達昨日接受《蘋果日
報》訪問時，表示多名反對派議員和民間團體正在
籌備在今年7·1遊行後提前發動「佔中」，李永達表
示，按「佔中」時間表，正式「佔中」可能要到明
年才發生，相信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冇乜耐性等咁
耐」，加上「要畀北京睇到我哋有嗰種決心，即係
『佔中』係真嘅、唔係假嘅，亦話畀北京聽我哋唔
係靠嚇，我哋係會犧牲我哋自己去顯示呢個決
心」，所以部署今年7·1遊行後，在中環發起局部的
民間「佔中」行動。

另起爐灶只為奪權
據悉，現時策動「7·1佔中」的包括：民主黨何俊

仁、工黨李卓人、「香港2020」的李永達，公民黨也
表示會支持；具體操作則交由「民陣」和「學聯」。
李永達透露的名單頗值得玩味，原因是會參與「7·1佔
中」的政黨人士和團體，基本上就是「佔中」的骨
幹，都是同一批人，他們既然認為要提前「佔中」，
為什麼不在「佔中」內部提出，向「佔中三子」提建
議，而要另組一隊自行發動？過去，「人民力量」組

成一個所謂「佔中後援會」意圖騎劫「佔中」，被他
們駡得狗血淋頭，現在他們為什麼又要學「人民力
量」，在「正版佔中」之外另起爐灶？
原來，這是因為反對派中的一些人對戴耀廷等「佔

中三子」愈來愈不滿意所致也。反對派由「佔中」倡
議之初，一直大力支持戴耀廷，原因不過是利用其相
對超然的背景，以爭取中間市民支持，而並非因為戴
耀廷的資歷和能力。為了確保「佔中」行動能夠在他
們操縱之內，於是各反對派政黨都紛紛派出大批骨幹
進入「佔中」核心，意圖掌控行動。激進勢力更是明
火執仗要將整個行動騎劫，結果因為吃相太難看，最
終無功而還。但隨着「佔中」不斷發展，反對派中的
一些人開始發覺戴耀廷等「佔中三子」開始不受控
制，一個最明顯例子，是反對派的一些人希望將「佔
中」這枚核武器提早引爆，藉此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
加壓力，配合其政改部署。但戴耀廷卻堅持要等政府
的政改方案出台，要等全部的商討日完成，再研究什
麼時候發動。這種「溫吞」作風惹來不滿。

企圖對「佔中三子」取而代之

近日，一些反對派政團與「佔中三子」的分歧更
進一步擴大，一方面覺得「三子」太過不合作，沒有
支援他們的行動；另一方面「三子」又不滿反對派政
團意圖干涉，甚至搶奪其「佔中」主導權。正是在這
樣的情況下，反對派的一些政團才會突然決定在7·1
遊行後自行「佔中」，由「民陣」、「學聯」主導，
不過是意圖淡化政黨色彩，以爭取中間市民支持。
「佔中」規模將會達500人至1,000人之間，在7·1遊
行後在馬路靜坐至翌日早上上班時間。這已經是一次
名副其實的「佔中」了，一旦成事，屆時「佔中」
的主導權勢將由反對派政團掌握，資源、人手也會
流到「新佔中」行動，這樣便可輕易地取代「佔中
三子」。
對於這些反對派政團的圖謀，戴耀廷不可能不知

道，他在回應時表面雖然說不反對任何人搞「佔
中」，至於到時會否落場參與則要先了解民間「佔
中」的目標云云。戴耀廷這樣說，就是表明不會為反
對派政團的「佔中」背書，並且要與這個行動區分得
清清楚楚。看來，未來有關「佔中」主導權的內鬥將
會愈演愈烈。

卓偉

鼓吹「7·1」行動禍港 反對派內部爭奪「佔中」主導權
近日，一些反對派政團與「佔中三子」的分歧更進一步擴大，一方面覺得「三子」太過不

合作，沒有支援他們的行動；另一方面「三子」又不滿反對派政團意圖干涉，甚至搶奪其

「佔中」主導權。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派的一些政團才會突然決定在7·1遊行後自行

「佔中」，由「民陣」、「學聯」主導，不過是意圖淡化政黨色彩，以爭取中間市民支持。

對於這些反對派政團的圖謀，戴耀廷的態度是不會為反對派政團的「佔中」背書，並且要與

這個行動區分得清清楚楚。看來，未來有關「佔中」主導權的內鬥將會愈演愈烈。

諾貝爾和平獎正式將「憲法第九條」列入候補名
單，實際是國際社會對安倍發出的警號。不管最後結
果如何，已表明世界愛好和平的主流聲音，都反對安

倍的右傾主義。如果說，諾貝爾和平獎之前授予奧巴馬，使其不敢輕易對
敘利亞動武，那麼期待日本人民另類的反安倍行動奏效。
日本二戰死者家屬及民眾，還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認為安倍晉三

去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侵犯了日本憲法所保障的民眾「和平生存權」，要
求安倍停止參拜。民眾認為安倍晉三的個人行為導致了日本外交局勢緊
張，使民眾的聲名和自由陷入危機，而類似這樣的訴訟在日本東京也將出
現。
安倍晉三上台後，朝思暮想希望修改的「憲法第九條」，其主要內容是

「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包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
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以及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
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而安倍修憲就是要解禁集體自
衛權，並規定自衛隊的存在，把集體自衛權的任務授予自衛隊，使其能在
國際社會得以開展行動，令憲法第九條成為一紙空文。

令安倍對修憲徹底死心
反軍國主義的日本國民提出申請，他們認為正是和平憲法才保證了日本
這些年得以在平穩的環境中，將發展軍事的力量轉移在發展民生方面。提
出申請，恰是反映日本的主流民意，若最終得獎，安倍可要對修憲徹底死
心。日本人民成為和平獎得主，變相捍衛了「第九條」，安倍再賴也不能
掩耳盜鈴，視而不見。
安倍晉三去年參拜靖國神社不但引致中韓的強烈抗議，就連美國亦看不

過眼。不但是歷史責任觀的扭曲，更在亞太攪起渾水，無端起禍。就安倍
的右傾路線，國內外反對聲音此起彼伏，而美國一方面要幫安倍善後，緩
和亞太局勢，另一方面又要借助日本重返亞太，美國對日本的利用因素和
美國對待日本的策略相匹配，正是美國鷹派的縱容，使到修憲的氣焰更為
囂張。
由於美國在烏克蘭局勢受制於俄羅斯，刺激了美國的鷹派，他們出於毫
無道理的冷戰思維，近期多次轉彎抹角提及中國威脅，暗示中國會效仿俄
羅斯收編爭議地區，而防長哈格爾訪問亞洲時，更高調支持解禁集體自衛
權，想釋放日本軍力，利用日本協助再平衡戰略，重返亞太。
哈格爾此行是月底奧巴馬亞洲之行的暖場鋪墊，支持解禁集體自衛權，
的確給了安倍遐想的空間，對奧巴馬政府抱有更大期望。但是，畢竟美國
也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制訂國，繼續維護這一秩序符合美國的核心利
益，因此美國的鴿派不給安倍政府好臉色。有美國人自費製作釣魚島真相
的紀錄片，正是反映安倍政府扭曲事實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亦是美國利益所在。奧巴馬
和習近平的良好關係，也不會讓鷹派主張走得太遠。安倍致力讓日本成為
正常國家，擴張軍事力量，最終也會傷害美國的利益，例如，美國在日本
的軍事基地就可能保不住，相信奧巴馬也看到這一點。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倍要帶領日本逆勢而行，還好，日本

民眾比他聰明，要他懸崖勒馬。美國的遊戲也有紅線，美國需要日本的基
地，安倍自建軍力則犯了喧賓奪主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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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8名來自多間大專院校學者聯署提出的「公民推薦」方案，建議在特
首選舉提名程序展開前，引入所謂「公民推薦法定」程序，提出獲2%選民
推薦，便可取得參選資格；而在正式提名階段則「維持現時選舉委員會八
分之一提名門檻」。據參與聯署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稱：「公
民推薦非架空及削弱提委會提名權」，「公民推薦符合基本法」云云。
然而依內容看來，「公民推薦」是偷偷摸摸地將「假酒」或「毒酒」摻

入「提名委員會」這個真酒、好酒的「茅台」樽內，因而是偷樑換柱地改
變「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因而是有違《基本法》的主張。
眾所周知，《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的辦法根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法律規定「由提
名委員會」提名，按律政司司長袁國强在多份報章的撰文闡述：45條條文
十分清晰，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
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被認為不符合《基本法》。今學者們把
由2%的「公民推薦」人當作「法定程序」，塞進提委會，要提委會接納
「公薦」者入閘，這不是將「假酒」混入真酒而改變法律的原意嗎？
其次，「公薦」違憲。「公薦」提出取得參選資格是「在正式提名階段
則維持現時選舉委員會八分之一提名門檻」。但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
月則决定要求「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憲制决
定很清晰，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若干人，而不是由所謂「維持現時選
舉委員會八分之一提名」來摻假。最值得商榷的是，將「公民推薦」凌駕
在《基本法》之上。「公薦」主張的是：先由「公民推薦」取得參選「資
格」，再由「現時選舉委員會八分之一提名門檻」提名。這違背《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規定的「民主程序」。去年三月，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
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已經闡明，「提名委員會」提名就是整個機構提
名而非個別委員提名；按「民主程序」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體現了民主的
集體意志。故所謂「八分之一提名」不符合「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更
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
其三，「容許不同政見人士參選」乃「公薦」的最終目的。我們要問：

主張「不同政見」是否容許反中亂港、與中央對抗人士參選？為何不按張
德江委員長代表中央提出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原則？莫非就是「公
民推薦」的玄機。
所以說，「公民推薦」有違《基本法》，可不是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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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目前密鑼緊鼓地
討論如何落實普選，香港
的「人間四月天」正是春

光明媚百花競放生氣盎然，充滿着和諧協
調共同進取的生機。
可是，本港有一幫反對派卻添柴煽風加

速了活動，趁着台灣「佔院」行動，「佔
中」者趕忙勾結，企圖「港獨」與「台
獨」合流，將行動推向白熱化。正如明眼
人早已看透，反對派的一切活動其實都有
一條黑線貫連，牽線者就是後台老闆美國
「山姆叔」。香港的每一項反中亂港行動
都與美國有關。港人熟知的「四人幫」就
是「山姆叔」在港佈下的「紅棍」和「白
紙扇」。舉一個例：「蘋果」連年蝕錢，
但「荔枝英」卻能大手筆資助各反對派進
行各種活動，替他散錢的是美國來的掮
客。反對派的活動都有計劃安排，由金主
及後台老闆掌握佈置。
反派的惡劇演到四月，金主兼編劇導演

安排了一幕由「黑風雙煞」親自擔綱主演
的美加「哭洋庭」。春秋時申包胥由於愛
國而哭秦庭，但這兩名雌雄「包衰」卻為
了賣國，去北美作鱷魚眼淚的「哭訴」。
4月4日李柱銘和陳方安生循其老路去美
京，一切早經安排按劇本辦事，見過國會
議員、幾個委員會然後去到副總統辦公
室，副總統拜登「偶然路過」進去「閒扯
一番」。這一高規格的「偶遇」變成了
「幸遇」，雙煞如獲綸音。其實，這一個

安排，是美國一貫以來自以為是國際霸主
插手別國內政做法，結合「圍堵中國」爭
奪香港作為遏止中國崛起的橋頭堡招數。

行出一招臭棋
這一着屎棋，揭露了「山姆叔」的陰

險，也更加點明了她是反對派的靠山和
幕後黑手。時至今日關鍵時刻，盡地一
煲，反對派頭子不得不披掛上陣，大哭
洋庭，要主子出頭撐腰，爭取國際支
持。會見當日，《紐約時報》緊跟配
合，發表社論《保衛香港自治》（Pro-
tecting Hong Kong's Autonomy），重複
了雙煞的造謠讕言，然後狂妄地說美國
要「誓言爭取香港的自治」，並且不無
怨懟地說英國「可悲地對港事不敢多
言」。這篇社論滿紙吹水，大言不慚，
可是卻漏出一句；香港是「半自治城
市」（semiautonomous city），與他所謂
要爭取的「自治」風馬牛不相及。陳方
安生趁機大吹大擂，在「2020」網頁上
發表相片；拜登端坐主位，背後星條旗
矗立，左邊是雙煞，卑躬笑臉曲意迎
人，右邊是嚴肅的白宮幕僚，不苟言
笑。直情就是正式會見，並非偶遇寒
暄。據云李某事前已經哀求美國恢復
《美國—香港政策法》，該行又獲美方
答應重組「香港工作組」，具體地表示
美國插手香港事務和我國內政。

勾結美國令人不齒
香港的反對派就把陳李美國之行大事吹

噓，好似注入了過量興奮劑，妄圖將此行
作為加速引入美國壓力和國際關注的催化
劑。其實，雙煞這做法更清楚地告訴人民
這是明目張膽的吳三桂引狼入室行徑，更
加不齒其賣國行為。
李陳北美挑釁行為是企圖將外國干涉我

國內政公開化，將美英插手香港事務合法
化，這當然會立即受到本港各界的批判鞭
撻，我國政府亦秉持正義和國家尊嚴，立
即發表聲明。4月6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發言人嚴正聲明：香港事務是中國內
政，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介入和
干預。4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例行記
者會上進一步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是中
國的內政，任何外國勢力都不得干涉，美
方有關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措詞堅定明確，給
雙煞及其同夥當頭棒喝。
香港回歸祖國和其後的政制發展是大勢

所趨人心所向，反對派及其後台都不能阻
擋逆轉，亦絕不可能奪取香港話事權，作
為「圍堵中國」中的一環。「山姆叔」無
資格置喙香港事務，不可伸入怪手從中漁
利。「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
堆」，港人不是愚民，金睛火眼看清當前
形勢和前途，自然會奮起金剛棒，斬斷擾
民的白骨黑爪。

陳李「哭洋庭」引狼入室

楊孫西

積極促進大珠三角融合發展

為香港帶來巨大發展空間
應該看到，廣東的經濟發展與香港、澳門密不可分，因此上

升成為國家戰略是及時而必要的，不但對廣東經濟發展與轉型
有指導性，也會對香港和澳門地區的長遠發展產生積極的影
響。國家發改委是在經過長時間調研，會同廣東省人民政府和
有關單位才編制成《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經
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規劃到2020年，這標誌着
珠三角改革發展正式成為國家戰略。在這個綱要中，提出了全
面融合發展的開放型經濟，不但要考慮促進珠三角區域經濟一
體化，帶動周邊地區加快發展，而且要更好地促進粵港澳的緊
密合作，提升合作水平，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穩定繁榮。
珠三角毗鄰香港，其產能佔了廣東GDP的80%。過去30多

年，港粵兩地攜手發展，亦為港資港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使
兩地經濟騰飛，獲得共贏。珠三角已成港資的重鎮，港企佔逾
六成。可以說，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是從珠三角起步的，香
港企業當時充分把握內地經濟起步階段的機遇，充分發揮本港
物流、管理、金融等方面優勢，從而使產業更新換代，獲得發
展。這充分說明，香港與內地可以優勢互補，發展互利共贏。
目前，廣東推進的珠三角轉型發展戰略及粵東西北振興戰略也

將為香港帶來巨大發展空間，珠三角優化發展與港企轉型相輔
相成。因此，香港企業應全力轉型，加強技術增值。香港服務
業更應把握機遇，積極拓展珠三角市埸，以前海、橫琴和南沙
三個創新平台，助香港經濟升級，提高競爭力。

泛珠深化合作迎來新機遇
香港本是「大珠三角」一員，更應主動積極地促進泛珠合作
發展，利用CEPA等優勢，發揮更大作用，開拓更大空間，與
泛珠的9+2省區加強合作，共同發展。資料顯示，「大珠三
角」就是通常所說的9+2省區，區域面積堪比丹麥和瑞士等歐
洲國家，泛珠9+2省區，經濟總量佔全國比重逾四成。專家認
為，如果包括廣東9個主要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成功轉型升
級，將使這一地區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群之一。
據報道，第10屆泛珠合作論壇亦將於今秋在廣州舉辦，泛
珠深化合作迎來了新機遇。今年泛珠(「大珠三角」)合作發展
討論的專題，本港主要負責商貿和服務業、城鎮化發展兩個主
題。為實現大發展目標，「大珠三角」地區將通過轉型升級和
推進全面改革提高生產力，香港應盡早策劃，把握前所未有的
機遇。

內地是香港最大經貿伙伴
可以預見，強化泛珠合作後，將形成一個以珠三角為核心，
輻射到粵東西北再輻射到泛珠省市的網絡，這不僅對廣東有
利，也對香港有利。據悉，珠三角9市將於2018年率先實現小
康，能否達標取決於轉型升級進程。為此，廣東以《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作為主線，去年出台了「九年大跨
越」工作方案，安排了64個重大項目，並將前海、橫琴、南
沙等平台建設列入其中。
毋庸諱言，香港地方很小，只有1100平方公里，必須向外
開拓更大的市場。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經貿伙伴，因此值得
香港政府、工商專業界和廣大市民重視。業內人士表示，國家
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給香港帶來了
獨特的機遇。香港要繼續保持其經濟動力，便要進一步加強與
內地的聯繫，把握內地經濟快速增長的機遇。 綜上所述，香
港確應把握內地持續改革開放帶來的龐大機遇，促進香港與內
地各省市的全面合作和良性互動。

日前，香港特首梁振英率團訪

粵，了解香港與廣東的經貿合

作，為港人開拓更多的事業發展機會。香港新聞界

也相繼組團訪粵，走訪了內地最具活力、人口最為

稠密的城市群之一——珠三角，因此大珠三角的融

合發展再次引起業界人士的關注。大珠三角的融合

發展是一項國家戰略，目的在於充分利用各城市

(以及港澳)的競爭優勢。當然，有機遇必會有挑

戰，香港在大珠三角融合發展中，除了擁有巨大的

機遇，也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香港需要未雨綢

繆，對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盡快研討應對策略。

自留地

揚清激濁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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