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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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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的7月10日，民建聯成立，一批志同道合的
港人憑愛國愛港的信念，一起維護香港的平穩過渡
和安定繁榮。回歸後，他們積極參與「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實踐。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今天民
建聯已經發展成一個有規模、有代表性的香港政治團
體。

維護香港平穩過渡和安定繁榮

目前，民建聯有13位立法會議員、133位區議員，職
員團隊超過170人，在全港18區都設有支部，連同分
布於各區的支部辦事處，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辦事
處，及一個少數族裔服務中心，服務點超過200個，在
服務市民及掌握社情民意方面，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網
絡。
一直以來，民建聯十分重視自身的組織建設。我們
積極吸納工商界、專業界和年輕人加入，並廣邀專家

學者提供政治專才培訓，力求提升素質。22年前，民
建聯的創會會員只有56人。今天，民建聯的會員已超
過2.5萬人，其中工商界會員接近2千人，另有近8百
人來自專業界，而青年民建聯也有1千3百多會員，成
員的背景履歷多元，遍及不同社會階層。
從愛國愛港的理念出發，民建聯珍惜香港的社會

穩定，重視發展經濟民生，穩步推進政制改革。我
們相信，如果沒有穩定和發展，「一國兩制」難以
成功，市民的權利與尊嚴也沒有保障。我們堅持理
性和平，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促進政府有
效施政，為市民謀求穩定和發展。今天，越來越多
的市民參與民建聯的隊伍，證明我們走的路是正確
的。

堅持和平理性原則做實實在在工作
近年香港的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出現了一些激烈

的社會對立和政治矛盾。我們認為，要有效應對全球
性的貧富差異和機會不均問題，切實改善不同階層市
民的生活，更有賴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府的有效施

政。然而，部分本地
政治人物卻採取激化
矛盾、製造衝突的手
法，包括議會拉布掟
杯、街頭違法衝擊
等，甚至挑動不同階層或社群的矛盾，以圖癱瘓政府
運作，阻撓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在政制發展中，他
們同樣採取挑戰法治的手法，策動「佔領中環」，以
香港市民的福祉為要脅，迫使中央接受不符合基本法
的政改方案。這些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既反民主，也
不公義，只是從一己政治私利出發。令人擔心的是，
年輕人往往容易受激進政治動員的迷惑，在對政治現
實缺乏充分認識的情況下，不少被裹挾參與違法行
為，危及個人前途。
今天，香港的未來正面對極大挑戰。民建聯只有更堅
持和平理性的原則，做實實在在的工作，致力維護社會的
穩定，促進經濟民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我們也希望有
更多市民站出來，和我們攜手凝成更強大的穩定力量，共
同守護我們的下一代，守護香港的未來！

譚耀宗 民建聯主席

堅持理性和平 守護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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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

近期東北亞局勢似乎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從前
的陣營排列組合重新洗牌。曾經作為中國小兄弟
的朝鮮，走向了與中國有激烈主權紛爭的日本，

而同為美國盟友的韓國，和中國的關係則變得親密。力圖重返亞太的
美國，要迎戰東北亞以外層出不窮的煩惱，變幻交錯的局勢更讓美國
無從插手。
而習近平訪韓，夯實中韓戰略夥伴關係的三大基石：經貿、朝鮮半

島無核化和維護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韓關係出現優於傳統中朝關
係，優於傳統日韓關係的新變化。這種新格局的形成，必將對地區經
濟發展和安全帶來深遠影響。
去年6月，韓國總統朴槿惠訪華，有評論認為，若在幾年前，這樣的

訪問可能被看作美韓關係緊張和北京方面企圖削弱美韓聯盟的標誌。
上次訪問的共同關注和共同利益是雙方都密切留意朝鮮的行為和意
圖。韓國求助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給朝鮮施壓，因為朝鮮有九成的援助
都來自中國，中國在朝鮮問題上具有影響力。這樣朴槿惠訪華的確無
可厚非。而一年後，習近平破常規的訪韓，這樣中韓關係的親密程
度，難再不被重視。

訪韓重點是朝核問題
出於中國和朝鮮的歷史情誼，一般新上任的中國領導人都會先訪問
朝鮮，再訪問韓國，且中國領導人幾乎沒有單獨出訪一個國家。因此
習近平此次訪韓，直入主題，力度明顯。這次訪韓的地區議題，重點
當然還是朝核問題，兩國都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此外針對日本的解
禁集體自衛權，兩國領導層都表示關注。出於中韓對日本有共同的歷
史認知和相互理解的同理心，對日本重回戰爭，中韓反感程度一致。
另外，中韓領導人這次對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進行催化，與之相
較是中日韓自貿協定的停滯不前。有分析認為中國欲以此倒逼日本盡
快簽署，但是韓國方面希望以此取代日本在華市場，以及中韓雙邊投
資額及貿易額都超過韓日，亦是不爭事實。冷落日本的不只是中國，
盟友韓國亦漸行漸遠。
而習近平此次訪韓除了政治經貿的洽談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外，兩
國民情交流亦十分火熱。甚至有韓國保守團體成員在中國駐韓大使館
附近打出寫有「釣魚島是中國的土地」、「中韓兩國相鄰友好」的標
語。習近平及彭麗媛在韓國的親民舉動，拉近了韓國民眾的心理距
離。而內地媒體亦大篇幅宣傳漢風韓潮的相互融合，未來兩年中韓還
將互辦旅遊年，方便交流。
習近平抵達韓國同日，朝鮮和日本的新聞也同樣搶眼。針對日本人
質問題，金正恩親自帶隊調查，日本決定解除對朝鮮的三項經濟制
裁。況且之前日朝局長級會談如期在北京舉行，完全未受朝鮮向日本

海發射導彈的影響。在中韓走近情形下，日朝兩隻刺蝟只好靠近取暖。日朝互示善
意，關係走暖成為必然，但是因一時利益綑綁走在一起的關係，走不遠也是必然。
此情此景，美國應該一頭霧水。中韓走近，美國在亞太制衡中國的一顆棋子，反

倒和中國簽署FTA，削弱美國TPP的功力。而美國在亞太的敵人朝鮮，也拉攏了另
一個盟友日本，誰為誰所用，暫時未知。日本減輕對朝制裁，會否在核問題上幫了
朝鮮？又或者，若美國真的對朝鮮動武，日本是否對朝同樣標準，發揮解禁集體自
衛權後的作用？日益想擺脫美國管控的日本會不會夥同朝鮮越玩越癲，反了美國？
日朝走近對美國是福是禍？
亞太格局初有變動，日韓估計因為歷史問題無法靠近，而中朝關係似乎還可管

控，中國若把朝鮮半島一同收歸朋友，日本應該會壓力「爆煲」，美國更只能遙海
相望，欲打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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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職業教育，行政長官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承諾，成立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以制訂在社區推廣職業教育
的策略和具體建議。事隔數月，政府在6月3日公布組成專責小組
的人選，但觀乎專責小組接近二十名小組成員的名單中，雖然涵蓋
了職業教育及培訓界、家長代表、學者專家以及工商界，但卻唯獨
缺乏勞工界的蹤影。勞工界作為職業教育的主要持份者，專責小組
竟然荒謬到連一個勞方代表也容不下。實在是既不合理，也不合
情。
須知道，職業教育與就業的關係密不可分，而勞工界正正就有不
少具備行業知識，而又熟悉就業市場實況和發展的人才。若能委任
他們參與專責小組，將能確保有關宣傳推廣工作能夠「直接到
位」，亦有助深入了解前線僱員及各行業於職業訓練上的意見和需
要。反之，在缺乏勞工界聲音的大前提下，其制訂出來的各項推廣
職業教育策略和建議，亦將蒙上偏聽不公之嫌。
事實上，與新高中學制及僱員再培訓局等數以百萬或千萬的宣傳
費相比，學徒訓練的宣傳費每年只得十多萬。學徒訓練到中學舉辦
推廣活動的次數每年只有不足二十次，與新高中學制動輒60次以上
相比更是小巫見大巫。怪不得家長及青年人大多輕視職業教育。年
輕人又哪會視一個「技術專才」為終身職業？
工聯會職訓就業委近年不斷指出香港正出現技術專才缺乏及老化
的問題，呼籲政府要推出有效措施改變家長及年輕人視職業教育為
「次等教育」的偏見，否則香港一直引以為傲、既安全又可靠的食
水、電力、燃氣及鐵路網絡等大型機電建設，將會因為缺乏新人入
行而出現維修保養不足及技術流失等問題，直接危害香港市民的日
常生活安全。
故此，在政府公布成立專責小組之初，工聯會職訓就業委就明確表

示必須加入勞方代表。可惜的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竟視勞工界的聲
音如無物，在接近二十名的委任成員中，就是一個勞工界代表也沒有。
在此，工聯會職訓就業委促請政府懸崖勒馬，以年輕一代及香港整體
發展的福祉為依歸，盡快在專責小組中重新加入勞工界代表。否則，
不但專責小組的公信力會受到質疑，同時也會導致勞工界懷疑政府推
動職業教育的決心，視宣傳工作為虛應故事的形象工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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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搞手發起的所謂「全民投票」已
經落幕。根據他們的數字顯示，由十多歲年
青人領導的「學民思潮」學界方案竟然取得
30多萬人支持，而由絕大多數主流反對派
「老鬼」所組成的「真普聯」方案只僅僅多
4萬多票。此外，「投票」當中亦有近9%為
棄權票。我看到這些數字不禁感到憂慮。我
十分明白年青人血氣方剛，那種追求的熱誠
是成年人所不及的。但這些年青人當中有些
還未上大學，他們某些臉孔甚至還帶稚
氣，就出來帶頭示威和帶動整個政治行動。
其實這些年青人能夠走上政治前線甚至帶

動整個反對派的政治思潮，想深一層這其實
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當一個社會高度政治
化，日日夜夜講政治，其他事不講，這個社
會悲哀矣。即使是反對派的「老鬼」，這些
年青人也看不上眼。他們都會覺得這些人是
代表「老套」，需要唾棄這些「老鬼」，一
一打倒。有時候這種反叛還會演變為仇恨，
對社會造成傷害。例如近日新界東北前期撥
款的問題，一些十三、四歲的少年人便攜帶
一些有殺傷力的武器混在人群當中。

上綱上線扼殺言論自由
這讓我想起有人扭曲我在早前的立法會特

首答問大會中，建議政府吸納退休警員以協
助處理「佔中」等群眾活動，被說成是要組
成「紅衛兵」、「義和團」，甚至是「納
粹」。這些說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事實
上，香港現時有不少公營機構有附屬法例監
管，其管轄範圍內如立法會大樓，保安員亦
被賦予與警隊一樣的權力，但不會有任何武
器裝備。香港的輔警及民安隊亦有優良的行
事傳統，社會又怎會將他們與「紅衛兵」、
「義和團」甚至「納粹」相提並論呢？將吸
納退休警員協助處理「佔中」視為「紅衛
兵」、「義和團」、「納粹」，恐怕是對退
休的警務人員的莫大侮辱。這是否代表反對
派的腦裡只充斥鬥爭？
香港現在除了上綱上線，實無言論自由可言。

當大家都將一個問題上綱上線，再加上幻想與
抹黑，得出的結論只會令人啼笑皆非。我提出
的問題是A，但是有不同意見者將它說成B、
C、D，這樣一來，根本無法在一個合理的環

境進行討
論，因為
B、C、D
並不是我
提出的問
題。即使
大家不喜
歡聽不同
意見，但
也得尊重
法律與事
實。反對
派越講越
誇張，這些幻想組合的命題，再加上抹黑，出
於好心的問題都會變成醜陋。然而，為何當「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提出不惜犧牲法治和社會秩
序的非法行動時，他們卻毫不批評，不會出現
同樣的幻想失實的討論？
反對派現時甚麼都上綱上線，甚至將幻想

抹黑當事實，這樣的言論怎能服眾？怎能說
服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魯莽衝動的政客，
又如何為他們的選民爭取普選共識呢？

香港不要批鬥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癱瘓中環成真 對港將是災難

「佔中」煽動學生專業失德

「佔中預演」被捕人當中不少是學生，面臨被檢控的可能。這
一場鬧劇，卻有學者聯署支持、教協幫忙開脫。對此，教聯會會
長黃均瑜表示：「這是拿學生去做『祭品』，把他們當作『童男
童女』去祭『民主女神』，自己看到有風險不去做，卻鼓勵學
生，肯定是專業失德」。可以看到，社會上某些人為了個人的政
治目的，即使身為教師，亦不顧道德操守，把學生當成可犧牲的
工具，置學生的利益和前途不顧。其司馬昭之心，學生卻被蒙在
鼓裡，任其唆使。
「佔中」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從社會民眾的反應，社會各界
人士的強烈譴責，到近期香港眾多反暴力反「佔中」的團體，如
保和平保普選大聯盟的成立等，可知「佔中」行動從一開始，就
是極端反對派全面向政府開戰的序幕曲，是投向香港社會的定時
炸彈。

「佔中」破壞社會秩序
從「佔中預演」的場面，我們有理由相信，「佔領中環」的結
果必將導致混亂、暴力，其實質是觸犯法律，最終必訴諸公堂。
單單從社會秩序來說，「佔中」堵塞交通，人流車流滯留，中環
的交通紐帶作用將失去功效。在使用率高的西隧、東隧、紅隧，
車流量得不到及時疏解，勢必擠爆中環。車上的乘客和趕車的人
流不能及時疏散，導致本來街道狹窄的中環，出現人山人海的擁
擠場面，容易產生人擠人、人踩人的混亂局面，屆時人員傷勢將
難以估量。在交通極度堵塞的情況下，搶救和急救也難以實施。
人群秩序混亂，不法之徒有可能趁火打劫，導致該示威由原本是
為「真普選」而發聲的初衷，到最後演變成混亂和災難。

「佔中」增加金融環境的不穩定性
中環是香港的金融心臟，世界各地金融機構的總部和區域性銀
行都在這裡落戶，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商業精英及專業人士雲
集。中環癱瘓之後，眾多銀行無法經營，其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

的，對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金融
中心的聲譽的破壞性也是不堪
設想的。為此，各家銀行嚴陣
以待，除對可能發生的「佔
中」表示深切的擔憂之外，也
擔心「佔中」的混亂局面到最
後無法控制，蔓延成更大的混
亂，變成動亂。銀行公會主席
和廣北表示，充分關注「佔
中」對銀行業的衝擊，對「佔
中」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的惡性影響表示關注和擔
憂。

「佔中」影響證券市場的交易和結算
癱瘓中環對香港證券市場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難用金額去

衡量損失的大小。學民思潮及學聯6月30日中午宣佈7．1遊行後，
提前「佔領中環」，令港股投資者驚慌失措，港股急速扭轉升勢，
從最高位跌達386點。如「佔中」真正實施，港股的跌幅超過1,000
點至2,000點不足為奇。
在此之前，安永、畢馬威、德勤．關黃陳方及羅兵咸永道四大會
計師事務所發表反對「佔領中環」行動聲明，擔心「佔中」會影響
中環商業活動，令市場混亂不穩。中環除了有跨國公司企業總部，
還有世界排名第三的香港交易所、金融及專業服務機構總行等。如
果發生「佔中」，銀行、交易所、股市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各類交
易、契約商業活動將受到延誤，監管機構也無法運作，會波及國際
間的交易和市場監管，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中央政府有關國家機
構也密切關注「佔中」對香港的破壞和影響，國家商務部、人民銀
行、國家發改委近期也相繼發表對「佔中」的擔憂。這是香港回歸
祖國17年來比較罕見的。

社會各界反對「佔中」
同一時間，多個團體針對「佔領中環」行動以多種方式發起示威
抗議。港島工商團體聯盟組織汽車慢駛至政府總部，譴責「佔中」
破壞香港法治精神，破壞社會秩序，損害香港國際金融地位。香港
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創會主席廖漢輝表示：「佔中」的行為如同歹
徒到銀行裡持刀挾持人質，逼迫銀行給錢，而這種「要脅式」的行
為不僅無助於政改的討論，反而使得社會不安，香港「永無寧日」。
重申「佔中」人士若真心希望2017年可以實現普選，就應該以和
平的方式與政府商討，而非要脅政府。香港婦女聯盟則到政府總部
外請願，反對部分媒體及學校誤導學生，教唆青少年參與「佔中公
投」，認為是有教師及社會人士將「佔中」描述成嘉年華，錯誤發
放關於「佔中」是安全的訊息，呼籲政府關注這些媒體及學校宣揚
關於「佔中」的訊息。無論「佔中」發起人如何自圓其說，都無法
遮掩其違法違憲，破壞社會秩序的本質。社會各界應積極表態，眾
口討伐。市民應該理性分析，冷靜對待，以免被有心人士煽動，加
入違法示威行動，破壞社會安寧。

最近「佔中」的言論和活動令香港社會的政治氣氛

越來越激進。「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揚言，一旦

人大否定了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他們就會發起「佔

中」。「佔中」對香港的致命性打擊，不能僅僅用經

濟損失去衡量，更加嚴重的後果是破壞香港的穩定和

前途，毀了代表香港未來的下一代。「佔中」打冠

冕堂皇的旗號，置社會利益於不顧，謀求個人私利，

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有良知的市民應團

結一致，譴責「佔中」，抵制「佔中」，保護香港社

會繁榮穩定，這才是社會大眾最真切的希望。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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