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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普選必須以法治為根本

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要發展民主，必
須以法治為根本，必須堅持和維護「一國兩制」，維
護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
會把依法治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中國建設法
治國家描繪出新的路線圖。全會公布的《中共中央關
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可
見，中央的立場非常清楚，要順利落實普選，包括特
區政府在內的整個香港社會，都要根據《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辦事，要依靠法治來解決
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
但是，「佔中」自發生以來，反對派的大學法律系

學者、律師打着所謂「真普選」的旗號，大肆煽動支
持者非法集結搞「公民抗命」，公然踐踏法治精神，
埋下今日混亂難以收拾的禍根。「佔中」爆發後，違
法行為變本加厲，至今不肯放棄違法違憲的「公民提
名」，還得寸進尺要求推翻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改問
題作出的決定，對本港法院頒發的開路禁制令也置若
罔聞，視法律如無物。連大律師公會也看不過眼，發
表聲明指出，極度憂慮有人呼籲違抗高等法院禁制
令，形容公然鼓吹和集體違反法庭命令，無可否認是
侵蝕法治，造成極壞先例。「佔中」肆意搞違法抗

爭，動搖香港經過百年努力建立的法治根基，這股歪
風若不能及時制止的話，香港的法治精神將蕩然無
存。

內鬥不止令香港沒落
香港仰仗良好的法律體制，多年來成功吸引外國投

資者，不斷提供創造財富的機會，成為港人安居樂業
的風水寶地。本人作為工商界的一分子，在全世界不
少國家和地區都有投資，選擇投資地時，首先就是評
估該地法治是否嚴明，政局是否穩定。
「佔中」癱瘓交通，造成社會不穩，本港零售

業、交通業、旅遊業均受沉重打擊，連可進一步鞏
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滬港通」亦被迫暫緩開
通，「佔中」對香港經濟的負面影響不斷浮現。香
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弘毅指出，目前的內部爭鬥將
把香港帶進「自殘」的局面，擔心香港會由盛轉
衰，和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的城市一樣沒落。本人
對陳教授的提醒感同身受，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香
港市民的心聲。由「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支
持警方執法，呼籲還路於民的簽名活動，短短5日已
獲逾100萬市民支持，正正反映人心思定，顯示出反
對「佔中」的強大民意。市民期待2017年一人一票

選特首，但絕對不希望因此
搞亂香港，把「會生金蛋的
鵝」弄至奄奄一息。

依法清場是必然選擇
就在香港「佔中」蔓延惡化之時，英國各大城市

曾有數以萬計的人湧上街頭抗議削減工資，有示威
者在英國議會廣場集會，發起「佔領倫敦」運動。
但僅僅隔了一天，「佔領倫敦」活動的示威者就在
議會廣場上遭警方果斷清場。警方清除廣場上的帳
篷，並逮捕了15名示威者。一如2011年的「佔領華
爾街運動」、倫敦大騷亂一樣，都是以警方果斷清
場而收場。
「佔中」者霸路佔道，挑戰警方、蔑視法庭，令香

港處於無政府狀態，各行各業和普羅市民受盡煎熬，
心急如焚。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世界上任何尊重法治
的國家和城市，都不會容忍非法集結者長期胡作非
為！現在，香港社會對「佔中」忍無可忍，市民的怒
火已達爆發邊緣。社會各界希望警方盡快執法清場，
是依循法治結束「佔中」的必然選擇。警方亦應順應
民意，依法採取果斷措施遏止「佔中」，維護法治精
神，早日恢復香港的安寧和諧！

王亞南 全國政協委員

只有彰顯法治權威 香港才能走出困局
「佔中」給香港最大的傷害，是嚴重破壞法治精神，反對派的法律學者、律師鼓吹知法犯

法，參與者更以違法暴力行動來表達訴求。如果不尊重法治的歪風從此落地生根，不斷蔓延

氾濫，引起源源不絕的仿效者，香港勢必淪為無法無天之地，連最重要的法治優勢也消耗殆

盡，香港前途勢必黯淡。廣大市民必須支持政府、警方嚴正執法，果斷清場，早日結束違法

亂港的「佔中」，這是恢復香港正常秩序的必然選擇。只有彰顯法治權威，才能讓香港走出

困局。

■王亞南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指出「佔領」是香港回歸以
來最大的危機，甚至影響「一國兩制」的實施，擔心持續內
鬥會導致「自殘」，令香港由盛轉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
在網誌撰文，指出內部鬥爭可能令香港由盛轉衰，並慨嘆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但要摧毀羅馬，可能只是一念之
差」。
歷史上，一些偉大城市的輝煌與毀滅有因可查。公元前八
世紀，羅馬只是一座城市，但到了公元前1世紀時，羅馬就
已經成為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是什麼樣的力量鑄就了
羅馬的輝煌，又是什麼原因讓這一偉大城市覆滅？孟德斯鳩
在《羅馬盛衰原因論》給出的答案是：羅馬的輝煌是嚴明的
法律、自由的公民，還有在不斷征戰中形成的隨時為榮譽而
犧牲的民族性；羅馬的覆滅原因是帝國後期，法律形同虛
設，誓約成為玩笑，皇親國戚，高官大員們的人數越來越
多，無不沉湎於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從內部瓦解了奴
隸制經濟體系，導致維持了1200多年的羅馬帝國在西元476
年驟然覆滅。

摧毀羅馬 一念之差
從世界歷史進程看，一個文明國家或地區的崛起，離不開
法治能力的彰顯。而眾多國家的復興，依靠的也是法治。新
加坡雖建國不足50年，但其憑藉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
躍成為世界公認的法治國家；荷蘭人口不過600萬，但因創
設「國際法」令世界尊重。當今世界上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

局勢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大多與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關。正如柏拉圖
指出：「當法律被置於某個其他權威下而沒有它自己的權威，我的看法是
國家的垮台就不遠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如造就羅馬的輝煌和覆滅的原因之一，是
嚴明的法律和法律形同虛設一樣，法治的嚴明和法律形同虛設也是造就
香港的輝煌與可能令香港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
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
義。香港的經濟發展是伴隨法治進步而得以騰飛和持續的，香港的法治
環境有目共睹。但今天，香港的法治傳統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如
陳弘毅指出，「佔中」已嚴重衝擊香港法治，「一國兩制」的實踐正遇
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擔心香港正陷入自殘局面，呼籲示威者適可而
止。
香港「自殘」最要命的地方是「自殘法治」。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非法
「佔中」已經持續了一個月，嚴重破壞和衝擊香港法治傳統。曾俊華指
出，大部分參與「佔領」行動使用的手段，包括佔領幹道、不合作運動和
蔑視法庭判令等等，對於政府運作、法治根基肯定會造成破壞，而這些破
壞一旦變成香港新的政治形式，將會造成短期甚至長期的政治不穩定。

司法權威遭到嚴峻挑戰
「佔中」搞手鼓吹違法的「公民抗命」，在一個月的「佔領」行動中，

嚴重損害法治及社會秩序。由於反對派和「佔中」搞手協助及慫恿違反禁
制令，法庭上周一頒布的臨時禁制令受到阻撓未能執行，導致旺角和金鐘
佔領區的示威者誓要「佔領到底」。示威者完全不把禁制令放在眼裡，肆
意阻礙依法清拆路障的行動，司法權威遭到嚴峻挑戰。
高院上周一頒布臨時禁制令後，反對派和「佔中」主事者協助及慫恿
「佔領」人士違反禁制令，顯然是觸犯了藐視法庭罪。「佔中」搞手舉起
「公民抗命」的大旗，以違法作為行動號召，從一開始就已走上破壞法治
的道路，如今連法庭的權威也藐視，離法治崩潰將不遠了。
尊重法庭、尊重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的基石，如今連法庭頒發的禁制令都得不到執行，淪為一紙空文，
令人擔憂香港的法治精神蕩然無存，也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因此，
法庭延長禁制令後，任何人若繼續非法「佔領」，以及繼續協助及慫
恿違反禁制令的人士，都須負上刑責。警方亦應遵照禁制令執法，維
護法院尊嚴和法治精神。

香港各報章日前收到一批由「一個愛大學的學
者」發出、以「發起佔中『學者』不能說的秘
密」為題的密件，揭露「佔中」搞手戴耀廷曾最
少四次以隱姓埋名的手法，向港大的不同院校和
學系，以及負責「佔中公投」的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秘密捐款合共多達145萬元。

戴耀廷是「黑金政治搞手」
有關的密件，揭露了港版「顏色革命」的特

徵，即：以大學作為製造輿論、創作革命理論的
基地，逃避刑責的避難所。本身為港大法律系副
教授的戴耀廷，不僅是港版「顏色革命」的發起
人，更是操作控制、偽造民意的「黑金政治搞
手」。他在「佔中」的真正角色已經陸續曝光，
就是利用「洗錢」的手段，藉捐款左右及操控大
學運作。
戴耀廷向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和某些學

系，秘密捐款合共多達145萬元。與此同時，
「佔中組織」又獲得了350萬元的廣告費，直接
由黎智英的助理、美國國防部前情報人員西門馬
克用支票支付給媒體。廣告費是為「佔中」進行
大規模宣傳。更重要的是，這是為了籠絡和收買
個別傳媒。同時，讓這些新聞單位臨時增聘兼職
記者，其實所謂的「兼職記者」，他們都是經過
「佔中」組織訓練的骨幹人物。他們主要拍攝的

對象，就是警察，當示威者進行衝擊的時候，或
者示威者和警察有肢體衝突的時候，他們就拍下
了警察的「罪證」。這樣的「記者」，還會混入
建制派的群眾集會中，專門尋找可以攻擊的題
材，甚至製造新聞。
另一方面，戴耀廷找到了鍾庭耀，目的就是要

為「佔中公投」製造一個誇大的投票數字。「佔
中公投」公布有近79萬人經電子方式或到實體
票站投票。密件內容顯示，鍾庭耀在投票結束前
已預知投票短訊量有80萬，後來短訊驗證申請僅
得62.8萬次，但鍾庭耀已經有巨款落袋，心領神
會，民研計劃仍公佈有73萬次電子投票，兩者相
差近10萬次，爆料人質疑有「報大數」之嫌。

「佔中公投」偽造誇大投票人數
「佔中公投」的電腦程式更有一個重大秘密，

就是可以容納一些創作的身份證號碼進行投票，
以利作大投票人數。一封署名為「Annie」的電
郵向戴耀廷表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
「PopVote」程式有各種漏洞。其中一個漏洞包
括未能防止有人重複用假身份證號碼投票。她引
述一名電腦程式人員表示，「Valid HKID num-
ber（有效香港身份證號碼）是甚麼？一個英文
字加六個numbers（數字），加一個check digit
（校驗位）。上網可以隨時做任何number（數

字）出來」。戴耀廷故意掩蓋和迴避漏洞，不想
解決問題，回覆稱，投票系統由電腦專家協助設
計，已考慮過有關問題。戴耀廷多次以匿名方式
向港大捐款，早已引起校方懷疑。港大捐贈事務
主管黃潔鳴曾於去年五月發電郵予戴耀廷，指大
學不應收取來歷不明的捐款。港大發展及校友事
務部總監徐詠璇亦曾表示，大學收取捐款時必須
小心謹慎，又指民研計劃的捐款非常敏感，建議
要徵詢校長、院長及法律顧問的意見。而當校方
向鍾庭耀查詢捐款一事時，鍾庭耀則聲稱自己對
事件一無所知，反建議校方向戴耀廷查詢。最終
戴耀廷延至去年七月才向校方披露捐款人身份，
惟文件無顯示捐款人到底是誰。
所有「顏色革命」，每一次都是要利用一個民

生或政治問題，對政府進行醜化和攻擊，然後利
用「公投」，製造人民群眾反對政府的聲勢，煽
動反政府能量。當能量足夠的時候，就通過手機
互聯網，製造謠言，公然說「警察已經向學生開
槍」，「解放軍已經出動了」。戴耀廷在每一個
流程中，都充分介入，扮演了「黑金政治」的策
劃者角色。「佔中」是明顯的犯罪行為，令人奇
怪的是，戴耀廷可以「曠課」長達一個月。犯罪
之後，他喜歡復課，就可以立即復課，毋須處
分。香港大學對於「黑金」滲入大學，理應作出
調查和追究。

戴耀廷捐巨款予「鍾氏民調」為了甚麼？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防範港版「顏色革命」

從國際歷史進程看，文明國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離不開法治能
力的彰顯。當今世界上部分國家出現局勢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大多與
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關，給中國的治國理政以警示。
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中國改革進程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在香港面

臨普選的關鍵時刻，作出培植法治文明的決策，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
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對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對「一
國兩制」的深入實踐，必將更好地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

國家執政黨貫徹「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

穩定，這表明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明確納入了
「依法治國」的範疇。從10年前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
首次提出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國家執政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
的「嶄新課題」，到2007年10月的中共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指出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
題」，將「嶄新課題」修訂為「重大課題」；再到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反映國家執政黨與時俱進，對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這一需要長期探索和不懈努力的歷史使命積累了豐富和寶貴
經驗。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依法治國的
重要內容，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深遠。

「佔中」騷亂是港版「顏色革命」
對「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干擾破壞來自何處？正如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書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
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
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近一個月來香港發生的暴力「佔
中」騷亂，就是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在香港發動的港版「顏色革命」。
被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違法「佔中」行動已經延續一個月，

越來越清晰顯示出「顏色革命」性質。像所有
發生「顏色革命」的地方一樣，「佔中」引發
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嚴重影響市
民日常生活及生計，經濟損失難以估計，法治
遭受大規模破壞，香港國際聲譽嚴重受損，年
輕人的學業及前途均受到影響，並導致社會嚴
重分化，後果嚴重。

外力介入「佔中」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特首梁振英指有外部勢力介入「佔中」行
動，即時惹來反對派反彈，要梁振英拿出證據
來。反對派這是作賊心虛，他們否認外部勢力介入「佔中」恰恰是欲蓋
彌彰。「佔中」是美國策動的港版「顏色革命」，香港動亂的根源在美
國。美國和香港反對派政黨緊密勾結，美國從政治上、金錢上、策略
上、人員訓練方面，都向反對派和「佔中」搞手提供了大量援助。美國
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研究員卡塔盧奇（Tony Cartalucci）日前
發表題為《整個「佔中」行動在華盛頓寫劇本》的文章，踢爆是次「佔
中」表面偽裝成以爭取「普選」為訴求的民主行動，暗中接收以美國國
務院、美國民主基金會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為首的西方國家機構，在財
政、政治、媒體等各方面的援助。有爆料文件揭露，「佔中」發起人、
支持「佔中」的反對派議員、前高官、政治主教和其他頭面人物，都收
受了美國通過黎智英提供的獻金。「佔中」是香港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
力在香港進行的「顏色革命」，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佔中」豈可脅迫中央「收回成命」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

系，加強憲法實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的白皮書就指
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維護憲法
和基本法的權威，是「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不可動搖的根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其法律依據來自憲法和基

本法，是香港特首普選的憲制基礎，具有不可動搖的法律地位，亦獲香港
廣大市民支持，豈能因為少數人組織違法佔領行動，就可脅迫中央「收回
成命」？面對「佔中」勢力再次掀起「倒梁」歪風，中央明確表達堅定「挺
梁」的態度，顯示中央面對「佔中」的脅迫絕不退讓的原則立場。

盡快清場是依法結束「佔中」必然選擇
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各種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活動，不容許任

何激進違法活動搞亂香港，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局。為了依法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對非法「佔中」行動也必須依法處理。「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於本月25日開始舉行支持警方的簽名行動，要求「還路
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這次大簽名行動不單是表態，更是讓政府
得到足夠的民意授權，以支持警方執法，結束非法「佔中」。對非法佔
領行動依法進行清場是國際慣例，盡快清場是依循法治結束「佔中」的
必然選擇。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全會的形式

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其中強

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

清楚表明中央處理「一國兩制」問題上的法治意志。這對

於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

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實踐，依

法處理非法「佔中」行動，依法推進香港普選進程，具有

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一切跡象已經顯示，「佔中」是一場

由美國在背後策動，由其在港代理人進行的港版「顏色革

命」，中央對此已有深切認識，對這種脅迫的手法絕不會退

讓，並堅決支持特首梁振英依法處理。故此，盡快清場是依循

法治結束「佔中」的必然選擇。

志強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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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一些偉大城市

的輝煌與覆滅，無不與法治

的興廢有關。要慎防香港

「自殘」由盛轉衰，最重要

的是維護香港法治。「佔

中」從一開始就是違法，香

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不可

能曠日持久容忍大規模破壞

法治的現象，對非法集會進行清場是國際慣例。

因此，在適當時候清場是依循法治結束「佔中」

的必然選擇。目前，「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舉行支持警方的簽名行動，是要讓政府得到足夠

的民意授權，支持警方執法盡快結束「佔中」，

這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尊重法庭、尊重法治

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若任由法庭命令淪為

一紙空文，將會對香港賴以繁榮穩定的基石造成

前所未有的傷害，故執法當局應遵照禁制令執

法，以捍衛法院尊嚴和法治精神。

■楊莉珊

■楊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