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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大搞街頭政治惡化香港政治生態

香港律政司2013年8月19日在有關報告中提到，
在1997年時香港每年約有1000次經批准的示威活
動，但至去年卻上升至7500次，15年內上升6.5倍，
並認為 「隨示威活動的次數大幅增加，在示威期
間作出激烈行為，有時甚至是暴力行為的情況也愈
來愈多」。 事實上，這些示威活動幾乎都是反對派
策動和組織的。長時間以來，反對派利用沉默大多
數不熱衷於政治的特點，利用街頭運動，製造了公
眾支持反對派的假象，以綁架民意，並且嚴重惡化
香港政治生態。
比較起來，過去8年，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街頭暴力
行動累計超過了1000天，且常演變成街頭暴力，流血
事件時有發生，既損害民生，又拖累經濟，影響營商
環境，挫傷投資者信心。泰國作為昔日「亞洲五小
虎」之一，連年的政治鬥爭拖慢經濟發展的動力，金

融市場股匯齊跌，泰國的國際形象也在動亂中遭到重
創。反對派大搞街頭政治，令香港社會已經出現泰國
化的跡象。但是，泰國前車之鑒，香港豈能重蹈？

「佔中」發起人多次承認「佔中」違法
回歸17年來，反對派把遊行示威視為專利，製造矛

盾，分化社會，導致民粹主義氾濫，政治生態惡化，
社會難以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和改善民生，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
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
可能會被邊緣化的憂慮。市民擔憂如果本港政治生態
泰國化，折騰不休，香港的前途堪虞。特別是反對派
緊鑼密鼓策動「佔中」，更給香港社會安寧穩定和依
法如期普選帶來嚴重威脅。
「佔中」發起人給「佔中」披上「愛與和平」的外

衣，標榜為「和平佔中」。但是，任何吹噓都改變不
了「佔中」違法和暴力的本質。「佔中」發起人以

「核爆中環」、「核爆香港」來形容「佔中」對香港
的影響，聲稱「佔中」核爆所產生之輻射破壞力將使
香港成為難以管治的地方。「佔中」是違法的，對此
連「佔中」發起人都多次公開承認。「佔中」發起人
亦多次公開承認，「佔中」可能引發暴力衝突及流血
事件。

「佔中」是一個禍後患無窮
行政長官梁振英指出：「無論是主辦方自己組織的

『佔領中環』行動，或其他人士利用這個概念，騎劫
這個概念的行動，是不可能不犯法，以及不可能和平
的。」這是一針見血點出了「佔中」的死穴。梁振英
以兩個「不可能」概括「佔中」，準確無誤地點出了
「佔中」行動的違法和暴力本質。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也一針見血指出，「佔中」無論怎樣花言巧語和粉
飾，違法就是違法，並形容「這是一個禍」，「後患
無窮」。
香港是700萬港人的共同家園，團結、和諧、穩定、
繁榮是700萬市民的共同心願和利益。依法如期落實特
首普選，是中央、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
但是，「佔中」摧毀穩定繁榮，破壞香港法治核心價
值，違反700萬港人的利益和願望。「佔中」鼓動違法
的政治抗爭，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扼殺
本港普選。

顯示最真實最強大主流民意
在香港繁榮穩定面臨「佔中」威脅之時，在香港普

選面臨阻撓破壞之時，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發出香港最真實和強大的聲

音，要走出一條繁榮
穩定的康莊大道，要
走出一條依法普選的
大直路。
大聯盟昨天表示，
「8．17 和平普選
日」參與跑步、遊行
及獻花的總人數，有約25萬人。此外，從7月19日
起，「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一個月的簽名行
動，簽名總數150萬個。「保普選 反佔中」大簽名、
大遊行取得巨大成功，讓世人看到，「保普選 反佔
中」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流民意。正所謂「邪不能勝
正」，大簽名、大遊行展示氣勢磅的真實民意，讓
反對派見識到港人溫和、理性、文明的力量，讓那些
靠違法暴力恐嚇港人的行為相形見絀。從此，反對派
再也不能大言不慚地假冒民意，誤導市民，為害香
港。

成為維護繁榮穩定強大動力
此次「保普選 反佔中」大簽名、大遊行一呼百應，

氣勢如虹，展示了愛國愛港陣營的大融合，有力地扭
轉了香港被扭曲的政治生態，大簽名、大遊行凝聚和
釋放出巨大的正能量，不僅為依法落實普選打下堅實
的民意基礎，而且成為維護法治核心價值、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強大動力！
香港沉默大多數在「反佔中」簽名和「8．17和平普

選大遊行」中展示力量，展示香港真實的民意對比，
徹底打破了香港被反對派利用各種遊行示威綁架民意
的假象，也扭轉了香港被扭曲的政治生態。

劉漢銓全國政協常委

「8．17大遊行」展示廣大市民兩大訴求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展示廣大市民的兩大訴求：一是維護法治核心價值，維護社會

繁榮穩定；二是期待依法如期落實普選，反對「佔中」阻礙和扼殺普選。「8‧17大遊行」

在香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扭轉了香港被扭曲的政治生態。以往反對派把遊行示威視為專

利，不斷用暴力抗爭行為製造虛假的民意威脅特區政府、攻擊中央，給外界造成一種假象，

以為香港政治生態極度惡化，社會「一邊倒」支持反對派，支持「公民提名」和違法「佔

中」。「8‧17大遊行」讓世人看到，求和諧、求穩定、求發展才是真正的社會主流民意，

只有社會和諧穩定，才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佔領中環」顯然與香港主流民意背道而

馳。「保普選 反佔中」才是人心所向，這才是香港真實的政治生態。

■劉漢銓

近日香港律師會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三項議案不幸
地獲得通過，包括(一)要求律師會發表聲明，確認法治
及司法獨立為香港核心價值，並要求白皮書內容不能貶
低或損害上述之香港核心價值。(二)請求律師會會長林
新強收回其於六月十六日發表關於白皮書的言論。(三)
建議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投下不信任票。
議案獲得通過，被認為是出乎意料之外，但仔細分析數

據，不難發現真正屬於業界的聲音卻是「沉默的大多
數」！香港律師會擁有大概九千名會員，贊成通過議案的
比率只有約百分之二十，反而選擇沉默的佔會員人數超過
一半。因此，即使議案被通過，其代表性也可想而知！
事緣林會長於六月十六日，在一個公開場合表達了對
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看法，內容指大家應以正
面態度看待白皮書，白皮書並沒有改變香港現行制度與
地位，法官愛國不影響司法獨立，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士
完整、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每一個香港中國公民的責
任，以及愛國愛港是每一個香港中國公民的責任等意
見。事實上他的言論與基本法一致，而白皮書只是重申
基本法的規定，並沒有改變對香港的政策。作為一個律
師，正確表述基本法，是擁護基本法及守護香港法律的
表現，有何不妥呢？
反對者提出的三項議案，無疑是帶有政治目的的，似
為配合反對派的反白皮書論調及立場，製造錯覺以為香
港法治制度出了問題，令人誤信律師會不再中立，並對
香港法律界持平的聲音進行封殺，企圖製造「白色恐
怖」。在他們眼中，支持白皮書等同破壞香港的法治與
司法獨立，只要稍有不合他們口味的言論，就會被要求
下台，這正是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對付政府官員及特首
的—貫做法，意料不到連律師會都發生這情況！
事件帶出更深層的問題是，林會長的言論被小眾傳媒
斷章取義，結果惹來反白皮書人士的圍攻，事件令市民
大眾誤以為香港法治及司法獨立制度受到干預，可謂居
心叵測！本人尊重任何人對白皮書的持平意見及解讀，
但律師會絕對不能淪為政治鬥爭的平台。
本人希望事件盡快平息，大家能夠回歸理性，避免律
師會會員因不同政見進一步撕裂，以維護律師會政治中
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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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0」召集人、「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
生昨日回應傳媒一些有關「反佔中」遊行的傳聞時，提
到反對收錢參與「反佔中」遊行云云，卻死不回應她和
「香港2020」有否收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黑
金」。事實上，反對派指「反佔中」遊行人士「收
錢」，不過是插贓嫁禍，但陳方安生收黎智英「黑金」
卻早被密件踢爆證據確鑿。她收錢後頻為金主發聲，賣
力替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服務，陳方安生最無資格指
人「收錢」。
近期自稱「壹傳媒股民」的網民在網上發放的資料，
顯示黎智英近兩年來向反對派大派金錢4,000多萬元，其
中，陳方安生一人在去年6月、7月及今年1月，便先後
收取黎智英三筆合共350萬元的捐款。陳方安生收受金主
錢財，自然要為金主辦事。她近期便借出訪英國國會聽
證會的機會，唱衰香港之餘，乘機以不點名方式為《蘋
果日報》被匯豐銀行「抽廣告」一事問罪英國政府。
其實只要細心留意，便可發現陳方安生過去收受捐款
前後，都會做出一些服務外國勢力的「動作」，包括成
立「香港2020」鼓吹政改方案另搞一套，又多次聯同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到英美「唱衰香港」，高調邀請外
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改問題。這些事情說明，陳方安生所
謂不能透露來源的「捐款」，不過是她的服務酬金，她
必須為「黑金」提供「對價服務」，這豈能簡單一句
「抹黑」便能蒙混過關。
廣大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遊行的市民，都是為了

落實普選反對「佔中」而自發參與，陳方安生不去回
應自己的「黑金」問題，反而借子虛烏有的「派錢」
傳聞說三道四，目的就是顧左右而言他，逃避公眾責
問。如果她「反對」金錢政治，她連年收取外國勢力
和金主的巨額獻金，干預香港政改，甚至令普選原地
踏步，已是自打嘴巴。
李鵬飛得悉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黑金」後，為保聲

譽，早前已退出「香港2020」，劃清界線。「禍港四人
幫」之間的利益不斷輸送，有良心的人不齒其所為以密
件踢爆其政治勾當，陳方安生應拿出「政治良心」，向
社會全面交代「黑金」始末，否則只會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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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問阿根廷時
「堅決支持阿根廷對馬島

的主權要求，並根據聯合國相關決議，重啟談判
和平解決」的言論，可謂是「一箭雙鵰」、「針
鋒相對」，在倫敦上下引起巨大衝擊波。英國媒
體用大篇幅作出評論，不少人感到恐懼，認為大
禍臨頭；更多認為是倫敦政客對香港普選的胡言
亂語惹的禍。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習近平已經擊
中了唐寧街的「七寸」，因為北京的言語和行
動，足以讓英國在馬島的特權喪失。阿根廷只要
購買中國的中短程導彈，英國在馬島的優勢將完
全喪失，屆時倫敦將後悔莫及。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近期決定「調查」

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包括監察聯合聲明及
基本法的實施等，實質是干預中國內政。香港投
機政客在政改關鍵時刻「訪問」倫敦，英國副首
相在接見他們時胡言亂語地稱「英國將動員國際
社會，循法律途徑跟進香港普選情況」。每當香
港有風吹草動，倫敦都會探頭探腦地尋找借口，

裝模作樣地擺出正人君子說三道四；明目張膽地
幹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英國政府一方面肯定
「一國兩制」運作良好，一方面又「提出香港普
選須有真正選擇」，凸顯老殖民者的糾結心態。
習近平的公開表態既是對倫敦政客的嚴厲警

告，也顯示政客的胡言亂語將需要付出慘重代
價。
進入21世紀，倫敦跟隨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

克，打了兩場至今尚未結束的大仗。由於英國沒
有像華盛頓那樣可以隨心所欲開動的美元印刷
機，將災難轉移到其他國家，唯有拿出真金白銀
投入戰鬥，結果釀就了嚴重的財政危機。連續的
戰爭已經讓倫敦的國庫虧空，財政陷入空前困
難，唐寧街甚至不得不將老祖宗遺留下來的巨額
黃金儲備低價在國際市場拋售。
如果阿根廷和英國再開戰，英國的曾經優勢或

者稍稍轉變為劣勢。卡梅倫在2012年5月高調會
見達賴時，就知道會引起中國的不滿，但僥幸認
為沒有什麼了不起，過一段時間就會沒事。想不

到北京竟然將中英關係長期凍結，讓英國商界完
全「頂不順、吃不消」；迫使倫敦不得不向北京
發出渴望訪華的信息。英國經濟復甦極需要來自
中國的支持，倫敦的胡言亂語則迫使北京不得不
對英國採取反制措施。堅決支持阿根廷收回馬
島，算是北京回敬給倫敦的針鋒相對回應和一帖
清醒劑。
中國已經與阿根廷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阿根廷

收回馬島，北京不會也不必要參與衝突，但如果
阿根廷提出要求，需要購入中國生產價廉物美的
常規武器，北京當然不會袖手旁觀。據西方軍事
專家估計，阿根廷只要投入200億至300億美元購
入相關中國產武器，就可能讓英軍的昔日優勢蕩
然無存。阿根廷如果得到中國的軍事援助，對英
國軍隊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噩夢。據阿根廷國
防部長披露，阿根廷支持中國處理南海島嶼爭端
的態度和立場，反對任何第三國干涉；在馬島主
權爭議問題上，中國則堅決支持阿根廷。說明倫
敦傷害北京，反過來也傷害英國自己。

習近平擊中唐寧街「七寸」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防止把香港變成反對大陸的基地

在特首普選討論進入關鍵時期，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明言，要同時從國家的角度來考慮香港的普
選問題，當中引述鄧小平先生說要防止一些人
「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
的基地」，重申防範香港會變成反對大陸的基
地，值得香港社會高度重視。

香港的確存在威脅國家安全的勢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會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的

事情呢？張曉明指出：「不僅國際上有些勢力想
方設法對我國進行圍堵和遏制，不斷給我們製造
麻煩，香港發生的許多事情，包括極少數人與外
國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也不能不引起我
們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
這讓人想起去年三中全會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

員會之時，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時指出：「毫
無疑問，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
張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分子緊張了。總
之，那些企圖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緊
張了。」事實上，外部反華勢力緊張，恰恰說明
的確存在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說明
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對了。香港反對派喉
舌對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感到緊張，聲稱「中共
成立國安會大鑊了」。這種緊張與反對派竭力反
對按照基本法第23條要求為國家安全立法，在
本質上是一致的。

美國將香港視為圍堵中國的重要戰場
西方反華勢力一直企圖將香港變為顛覆中國政

府、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和基地，
而香港某些反對派勢力與之密切配合，在香港掀
起一波又一波反中亂港的政治風波。隨特首普
選臨近，西方反華勢力和反對派加緊了搶奪香港
管治權、將香港變為獨立政治實體的行動，有反
對派勢力勾結西方反華勢力和「台獨」勢力策動

「佔中」。這些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美國將香港視為「重返亞太」圍堵中國戰略的

重要戰場，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2013年7月履
新後，多次表示支持香港反對派提出的所謂「真
普選」，並變相力撐和推動「佔中」；除了經常
落區行街，還頻頻約晤各政黨代表，一是就「倒
梁」密謀劃策，二是就政改「收風」，明確發出
操控反對派政黨企硬「真普選」方案、要反對派
「入閘」成為特首候選人並搶奪香港管治權的訊
號。「真普選」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術語，其涵
義是對抗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關於香港普選的規
定，另搞一套奪取管治權的方案。夏千福支持香
港反對派提出的所謂「真普選」，顯然是與香港
的反對派相呼應，不僅是無視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而且是企圖在香港面臨特首普選的關鍵時
刻，把他在台灣策動「寧靜革命」的經驗搬來香
港，使香港管治權落入美英支持的反對派之手，
令香港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並將香港作為
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

「黑金政治」操控反對派政黨政客
眼下香港發生的「黑金政治」事件，暴露出一

張黑金帝國的罪惡之網已經全面鋪開，美國反華
勢力企圖通過「黑金政治」操控香港反對派政黨
和政客。反對派的「佔中」行動、「公民提
名」、「真普選」的真相，不過是「黑金政治」
下的棋子與工具。事實證明，如果沒有「黑金政
治」，「佔中」能撐到今天？一如黎智英親口所
說：「這三人書生做事只有idea，無謀略，更無
行動的組織及步驟，若然不幫是唔掂的。」同
樣，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通過其代理人加緊插
手香港事務，意圖干預特首普選方案，幫助其代
理人篡奪香港管治權，達到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
目的。
張曉明強調，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站

在中央與地方關
係的政治倫理角
度，並考慮到香
港的政治現實，
對於中央強調必
須堅持行政長官
要符合愛國愛港
標準、不能允許
與中央對抗的人
擔任行政長官的
立場，相信都不
難理解，甚至可
以說是天經地
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實際上，「特首不與中
央對抗」的底線，與近年中國面對的一些國家安
全問題有關，令中央擔心內部安全，憂心香港被
不同勢力利用作為對抗中央的顛覆基地。

防止把港變成反對大陸基地
鄧小平先生說要防止一些人「把香港變成一個

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他又指
出：「試想，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
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制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
吹的。」香港政改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普選的
最大問題，就是不能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
首，若由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香港變
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將
會威脅國家安全，損害香港長遠利益。
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

者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
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
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
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防止把香港變成反對大
陸的基地，是國家安全的底線，也是「一國兩
制」的底線。
反對派提出的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公民推薦」、「政黨提名」、「三軌提名」方
案，目的就是要衝擊中央底線，讓對抗中央的人
獲取特首的位置。如果出現對抗中央的人擔任特
首，將會不利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長
遠利益，出現憲制問題。這是中央不能接受的，
也是香港難以承受的。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國慶65周年籌備委員會成

立大會上的致辭中指出，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多一個

國家安全的視角，他還引用鄧小平先生說要防止一些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

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指出這句話的深刻內涵，值得我們去認真領

會。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張曉明的講話切中要害，香港部分反對派人士尋求外國

援助，廣大市民應警惕，以防止外部勢力利用普選議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影響

國家安全。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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