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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難以彌補的經濟損害
「佔中」的目標直指中環這個香港心臟地帶，又事
先張揚最少發動1萬人「癱瘓中環」，這樣才能顯示其
「實力」。可是，1萬人「佔領」中環、堵塞交通，絕
不是「佔中」搞手們所言的「影響輕微」，其殺傷力
不容低估，必將令香港民生、經濟出現大亂，這絕非
聳人聽聞。「佔中」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本港的商界
人士、學者已經清楚表示擔憂，不少身處中環的跨國
金融和工商機構，已經啟動風險評估工作，部署「將
部分工作搬離中環」。這對香港的商業發展及國際形
象都將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火燒連環船 交通大災難

「佔中」對經濟的衝擊會即時顯現，本港交通受到
的影響更是首當其衝，市民正常生活馬上被打亂。可
以想像，「佔中」令地面交通受阻產生的連鎖反應，
將迅速導致3條海隧癱瘓，市民將被迫以港鐵及渡輪過
海，逼爆海陸交通工具，往來機場的交通也將受延
誤。一場「佔中」，勢將塞盡香港海陸交通。過往因
為的士示威、爆地下水管、港鐵出現故障等原因，導
致交通癱瘓的混亂已經讓市民飽嚐苦頭，「佔中」引
發海陸齊混亂的火燒連環船後果，其惡劣影響肯定較
以往任何交通混亂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將是一場交通
大災難。

救急扶危不能運作
更令人擔憂的是，「佔中」癱瘓交通，將令所有救

急扶危的救護車、消防車及警車等緊急車輛都不能正
常運作。屆時，消防員不能救火，警察不能捉賊，孕
婦突然要分娩、嬰兒急病、老人中風、心臟病發，都
因錯過黃金挽救時間，導致延誤醫治甚至不治。這些
香港大亂的情況極之可能發生，市民的生命安全、社
會秩序、公眾利益都受到嚴重威脅。「佔中」搞手們
做出這種「謀殺香港」的行為，漠視市民和社會的現
實利益，為謀取一己之私，一意孤行要令「佔中」成
事，必須予以譴責。
香港是法治社會，守法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佔

中」搞手們為欺騙市民加入，一直強調「愛與和
平」，藉以掩飾其違法亂港的本質。「佔中」發起人
中有法律學者，卻知法犯法，起到不良的示範作用。
「佔中」的參與者魚龍混雜，不少人是衝擊各種場合
包括近日衝擊立法會的常客。有別有用心的組織者不
斷煽動，有暴力示威烏合之眾的和應，「佔中」能夠
「愛與和平」，恐怕只是一句騙人的笑話。

台灣「佔領立法院」翻版
台灣3月發生的「佔領立法院」運動，一開始不也是打
「民主自由」的旗號，隨後大行破壞法治之事，結果「立
法院」被佔據多日，立法機關處於癱瘓狀態，後來發展至
連「行政院」也遭非法暴力侵入，被大肆破壞，宛如歷經

一場劫掠。台灣的立
法、行政機關遭到非
法佔領，導致管治失
效，整個社會陷入混
亂。上演了一場嚴重
破壞法治、戕害民主
政治的鬧劇。
本港「佔中」的組織者們對台灣「佔領立法院」運

動大為欣賞，如獲至寶，像被注射了興奮劑一樣，大
叫「佔領行動並沒有專利，誰也可以發動。」更迫不
急待地喊出，「香港也可以佔領立法會。」於是，香
港也出現了接連兩周包圍立法會、衝擊立法會的暴力
事件。本港輿論已經紛紛發出警告，這就是「佔中」
的預演！
台灣「佔領立法院」曠日持久，演變為大規模街頭

運動，惡化政爭，令社會撕裂虛耗，全台民眾都付出
了沉重代價。香港的「佔中」就是效法台灣「佔領立
法院」，將暴力抗爭的禍水引入香港，令香港的繁榮
穩定毀於一旦。
本港是法治之區，市民擁有高度的自由討論空間。

民主必須以遵守法治為前提，一定堅守法治底線。社
會各界必須堅決抵制「佔中」，一定不能讓違法暴
力、破壞穩定的亂局在香港重演。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佔領中環」「謀殺香港」各界有責聯手抵制
「佔領中環」打「愛與和平」的旗號掩蓋其嚴重影響，企圖誘騙市民加入、以壯聲勢。

「幫港出聲」委託獨立顧問公司對「佔中」進行的交通影響評估，結果顯示，「佔中」令香

港「陸海空」交通全面癱瘓，救急扶危服務大受阻礙，與「殺死香港」毫無區別。台灣「佔

領立法院」殷鑑不遠，「佔領中環」後果則更加嚴重。「佔中」組織者企圖在香港上演違法

暴民亂港的鬧劇，善良守法的香港人必須提高警惕。社會各界必須守護香港，守護法治，堅

決抵制「佔中」。

■姚志勝

在本港正在討論政改的
重要時刻，大多數理性務
實的港人正要根據基本法
落實普選安排的時候，同
時卻有那麼一小撮人在攪
局，明擺有基本法不
依，硬要另搞自己一套。
不知從哪兒搬來的所謂
「國際標準」方案，並威
脅中央和港人如不接納他
們的「方案」，他們就會
「佔中」，把整個金融中
心癱瘓給你看！白皮書及
時點醒這幫攪局人士：別再扮懵故作糊塗了，香港政制發展
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規定，必須符合香港作
為地方政府在憲制上的地位；治港者必須是愛國愛港者；中
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中央授權多少，香港特區就享
有多少權力，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也不存在、不可能有所
謂「公民自決」的政制安排等等。

白皮書反駁歪理邪說
在回歸十七年後，才出現白皮書未免有點晚了！導致一些

歪理邪說，似是而非的論調；多少裝糊塗，扮無知，博大
霧，故意誤導港人，攪亂社會的謊言竟可以重複傳播足足十
七年，致使這幫人可以有機會，有空間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
白皮書一面世，馬上引得那幫平時道貌岸然的政棍狀師跳
出來亂吼亂叫，其失態之處可謂原形畢露，又是出口術謂中
央要收緊香港自治、「僭建中央權力」，又是示威遊行又焚
燒白皮書；另一方面則開動傳媒機器，口誅筆伐，一時之間
大有群魔亂舞之勢。但這能濟於事嗎？這只能令這幫人醜態
百出！
說實在，白皮書內容並不新鮮，一方面再次闡明基本法的

精神和中央一貫的治港方針，以及香港在一國之內應有的地
位；另一方面總結「一國兩制」的實踐情況和經驗，所有都
是明擺的道理和事實。白皮書對大多數守法者、正常人來
說既是大實話又是大白話，道理顯淺得幾近「阿媽是女
人」。然而，對上述那幫恨之入骨，醜態盡露的敵視者來
說，白皮書又是一篇無可辯駁、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合法的
「檄文」。他們一見白皮書的第一反應就是抗拒、排斥，繼
之就是各種惡毒的攻擊和謾罵，以及漏洞百出的謬論，如誣
衊白皮書矮化香港的自治地位、破壞對港人治港的承諾，更
口出狂言煽動群眾，妖言惑眾，其心可誅！

白皮書使妖孽頓時現形
白皮書重申基本法中的重點，把維護香港自治的基石加
固，但竟被說成「削弱」、「矮化」，原本「保護」、「擁
護」基本法卻被扭曲為「破壞」，香港市民可是理性思考的
一群，現在總算認清真相。再說有妖言指白皮書侮辱法治，
但究竟如何侮辱，卻沒有具體所指和實據。愛國不等於就會
損害司法獨立，兩者從來就沒有矛盾。愛國的對立面就是不
愛國、叛國，相信白皮書真的觸動了這些人的神經，「崩口
人忌崩口碗」他們已把自己置於香港人的對立面。中央政府
明明重申「一國兩制」的方針不變，以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
依歸，若有人對我們的法治、對「一國兩制」不予擁護，反
予攻擊，我們就有理由請他們滾蛋！
事實上，抗拒、攻擊、謾罵得越激烈，歪理越荒謬，卻越

能證明白皮書的針對性，越能證明發表白皮書的必要性和及
時性，越能證明攪局者並非無知糊塗，而是赤裸裸的有法不
依、處心積慮要和中央對抗。這就越能使大多數港人認清這
幫人遺害香港的真面目，越能證明他們勾結外國勢力，擾亂
香港的本質，越能證明政制發展的真正障礙，就是有這幫人
的存在！
白皮書使人們及時醒覺，也使妖孽頓時現形！香港已到了
廓清蠱惑、掃除魔障的時候了！

近日全城熱話莫過於6.22 「全民投票」網
站受到黑客攻擊，無良媒體以「國家級」、
史無前例等誇張字眼，為現時複雜多變的政
治環境製造恐慌。筆者認為市民要保持理性
和獨立思考，堅拒「全民投票」，保護網上
個人私隱安全。
2013年6月13日，身在香港的美國中情局

前僱員斯諾登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表
示，美國政府由2009年起已入侵香港電腦，
其中涉及設於中文大學的香港互聯網交換中
心、多位政府要員的個人電腦等。如此「國
家級」入侵本地眾多電腦，監控及盜取無數
的重要文件及個人私穩，卻並沒得到當時社
會廣泛重視及關注。
今天斯諾登事件發生一年之際，港大民調

及某些香港網站聲稱受到黑客入侵，卻被無
限放大作為城中熱話，在《蘋果日報》和
《主場新聞》等多個政治色彩濃厚的媒體和
網站主要版面，用上煽情詞匯報道，借此事
件為藉口，作為「全民投票」打「悲情牌」
手段，同時透過延長投票時間來催谷投票人
數。是次無良媒體炒作的黑客入侵事件與上
年斯諾登爆料的重視程度有天淵之別，目的

顯而易見，什麼香港人被滅聲，沒有普選等
胡言，就是要製造白色恐怖，蒙蔽大眾眼
睛，爭取大眾同情，投票支持違反基本法和
缺乏民意基礎的建議方案。筆者呼籲讀者理
性思考，不要受「悲情牌」誤導，杯葛所謂
的「全民投票」。

揭開學術「外衣」
「佔中」三子及港大民研總監鍾庭耀再次

借學術名義，欺騙市民。實際上，他們所做
的所謂「學術研究」已經變質，成為網絡動
員和政治對抗手段。
「全民投票」系統受到攻擊，港大民研

聯合眾多政客批評並指責是次襲擊，當中
包括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稱，今次的攻擊級
數是史無前例，形容「發動攻擊是想香港
死」，不能將香港學術及傳媒機構網絡被
攻擊，視為等閒等胡言亂語，把「全民投
票」假裝成學術研究。試問世界上哪有一
個學術研究要動用大筆款項，在香港各
地、主要網站及外國知名報刊刊登廣告，
影響投票情況，操控所謂「研究」結果
嗎？再者，若果屬正規嚴格的學術研究，

有關研究所會交代背後的數據、統計顯著
性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研 究 假 設
(Hypothesis) 等，供社會各機構作參考。然
而，港大民研就「全民投票」、特首評分
電話訪問等，卻並沒有亦未計劃公開有關
數據，公信性一直受社會質疑。
是次「全民投票」提前至6月13日預先登

記，用戶需提供電話、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
料。雖然聲稱「全民投票」受到黑客入侵，
導致系統近乎癱瘓，但港大民研卻沒有解答
已登記的用戶資料有否外洩，及已安裝App
投票工具的手機有否安全隱憂。倘若是次黑
客入侵導致用戶資料外洩，不法分子可能會
盜用所得的用戶資料，配合其他渠道所得的
相關個人資料，利用高端電腦技術，通過銀
行轉帳、信用卡轉帳等，使「全民投票」的
參與者造成經濟損失。
作為年輕人，筆者建議同齡人、長者和

小童保持清醒腦袋，理性獨立分析，別受
到「悲情牌」影響而投票支持禍港者，應
在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框架之下，理性
討論，尋求共識，爭取2017年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

揭穿「全民投票」動機與風險

黎子珍

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一國兩制」

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英國期間，中英兩國6月18日在倫敦發
表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中特別提到香港問題，雙方重申，按照「一
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和促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與穩定符
合雙方利益。有關表述是中英雙方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
共同肯定，表明雙方均同意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繼續維
護和促進本港繁榮與穩定，而本港繁榮與穩定符合雙方利益。

英國：「一國兩制」運作良好
實際上，香港回歸中國後，英國方面多次高度評價「一國兩

制」運作。2007年在香港回歸10周年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
人也承認當初英方的擔心是過慮了。她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
的時候說：「10年前香港要歸還的時候，英國擔心由中共統治，
香港不可能繁榮。但10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這些擔心多半沒道
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辦法很好。」
賀維（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在1983年至1989年

擔任英國外交大臣期間，曾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當面討論過「一
國兩制」構想的可行性問題，並直接參與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
的談判。香港回歸中國後，賀維一直密切關注香港的發展，並多
次訪問香港，親眼目睹了香港依然保持活力並為此感到欣慰。他
多次表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來的事實證明，「一
國兩制」的構想得到成功實施，並為解決其它歷史遺留問題提供
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賀維強調，香港回歸後最顯著的變化莫
過於香港經濟與中國大陸鄰近地區經濟的良性結合。他說：「在
經濟上它們相互依賴，在機制上卻相互保持獨立，這也是『一國
兩制』構想得到成功實施的有力佐證。」

歐盟：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6月18日會見歐盟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彭
家傑，就白皮書作了解釋和說明，指出白皮書是中央政府對香港
基本方針政策的重要宣示，明確表明中方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的一貫立場，不容外部勢力干涉或「指手畫腳」。
彭家傑明確表示，歐盟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對
「佔中」行動破壞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表示擔憂，希望香港
市民通過理性協商達成普選方案，順利推進政制發展，維護和促
進香港穩定繁榮局面。實際上，歐盟一直認為，「一國兩制」在
香港依然運作良好，港人的人權自由繼續受到尊重，法治、市場
經濟及營商環境繼續得以維持。

抗拒中國主權是某些反對派政客的「心魔」
比較起來，香港反對派卻抹黑白皮書是中央重新制訂「一國兩

制」框架，是宣佈「一國兩制」已死，香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云
云。面對如此巨大的反差，反對派應反省他們對白皮書的認識是
否出了問題，至少應認真讀一讀白皮書，勿毫無事實根據地胡亂
攻擊白皮書，以免言不及義、違反事實。
實際上，抗拒香港回歸中國、唱衰「一國兩制」、抗拒中央對香

港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一直是香港某些反對派政客的「心魔」。
公民黨擬於下周五舉行法律界黑衣遊行，抗議白皮書損害「一國兩
制」云云。反對派政客李柱銘和余若薇二人都組織和參與過對抗人
大釋法的黑衣遊行。在4月4日，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與美國副總統
拜登在白宮高調會面，二人向拜登「告洋狀」，指香港「一國兩制」
受到削弱，香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遭遇困境云云。一
些反對派政客站在「一國兩制」的對立面，當然不可能對白皮書採
取正面的態度。但白皮書不會因為反對派的反對而削弱其意義，恰
恰相反，面對反對派的攻擊，白皮書更顯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

白皮書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

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白皮書發佈後，中英兩國6月18日在倫敦發表的

聯合聲明重申，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和促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與

穩定符合雙方利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18日會見歐盟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彭家

傑，彭家傑表示歐盟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然而，香港反對派卻抹黑

白皮書是中央重新制訂「一國兩制」框架，是宣佈「一國兩制」已死，這完全是他們抗

拒中國主權的「心魔」作怪。一些反對派政客站在「一國兩制」的對立面，當然不可能對白皮書採取正面的

態度。但白皮書不會因為反對派的反對而削弱其意義，恰恰相反，面對反對派的攻擊，白皮書更顯示出必要

性和重要性。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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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系列解讀之八
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既是一服「醒

腦茶」，也是一面「照妖鏡」！抗拒、攻擊、謾

罵得越激烈，歪理越荒謬，卻越能證明白皮書的

針對性，越能證明發表白皮書的必要性和及時

性，越能證明攪局者並非無知糊塗，而是赤裸裸

的有法不依、處心積慮要和中央對抗。白皮書使

人們及時醒覺，也使妖孽頓時現形！香港已到了

廓清蠱惑、掃除魔障的時候了！

■吳秋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