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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行動已經持續逾一個
月，事件至今已引起了多次劇烈衝
突，雖然不少參與行動的學生聲稱
是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爭取民主，
但他們應該知道「佔中」行動是一
種政治脅迫，一種違法行為，而且
造成本港社會嚴重分化，社會秩序
受到嚴重影響，事件目前為止已遠
非所謂非暴力抗爭，而是演變成不
受控制的大破壞。更甚的是，隨着
政治角力不斷激化，參與「佔中」
的青年學生，不知不覺間已淪為政客的籌碼，到最後與廣大香
港市民同樣成為今次行動的犧牲品。
今次參與罷課及「佔中」的學生及民眾，大部分都是希望以
集會抗爭的形式迫使中央在普選問題上作出讓步。但是「佔
中」本身目的，以及過程就是以癱瘓經濟及交通的手段，達到
政治目的，實際上就是一場政治脅迫，故此「佔中」改變不了
「橫蠻」的本質。
另外，「佔中」行動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等地，同樣牽
連眾多市民及商家，「佔中」嚴重堵塞交通多日，造成港九多
地市民嚴重出入不便，亦令消防及救護隊伍行動受阻，極之影
響緊急救援服務。「佔中」又令旺角、銅鑼灣等購物區顧客量
大減，許多商舖生意受損，眾多的士司機因交通阻塞而影響生
計，這一切足以證明「佔中」的破壞性何其大。
從一開始媒體早已分析，「佔中」是反對派人士勾結外國

勢力所為，直到黎智英「黑金」事件曝光，就更令人覺察出
有政治勢力暗中支援「佔中」。在「佔中」行動最為激烈的
數日，曝光率最高的就是黎智英、李卓人、陳淑莊等「黑金
幫」。到了早前美國宣布不會因香港問題破壞中美關係，反
對派陣營及「佔中」搞手等隨即抽身而出，稍為思考就知
道，其實這場「佔中」行動就是一場被政客操縱，甚至是由
美國一手策劃的政治陰謀，可憐一眾青年學生及市民到現時
還蒙在鼓裡，繼續日曬雨淋，以為事情仍有轉機，不知道政
客考慮的只是利益，不是理想，當學生被利用完後，就成為
淪落街頭的棄兒。
「佔中」行動維持多天，已對香港經濟造成極大衝擊，甚

至正撕裂整個社會，雖然不少民眾參加這場行動是出於自
發，但激情始終遺留禍害，而且他們是在被居心叵測的政客
所利用，利用他們非理性的激情來發動一場政治脅迫。觀乎
台灣長達近三個月的「太陽花學運」，已令台灣社會產生嚴
重矛盾，甚至綠營本身也出現嚴重分化，可見曠日持久對各
方皆沒有好處，假若「佔中」一直持續下去，受傷害的只有
香港市民。

■王庭聰

高天問

小巴管理公司、兩個的士公會及金鐘中信大
廈業主早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要
求佔領旺角及金鐘人士離開佔領區。高院法官
區慶祥昨日頒下判詞，頒令旺角及金鐘臨時禁
制令繼續，亦下令若有佔領人士阻攔執達吏清
場，警方可採取拘捕行動。
但反對派仍然作出阻撓，協助旺角佔領人士

申請撤銷禁制令的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說，「答
辯人感到極失望和憤怒，會積極尋求再上
訴」。反對派協助某些人士利用法律援助，先
作出撤銷禁制令的申請，到法院重新作出判
決，他們又要上訴，阻撓禁制令的執行。禁制
令仍然被反對派千方百計拖延執行。
學聯常委梁麗幗在電台評論法院延長禁制令

的時候，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法，一方面說「尊
重法庭的判決」，另一方面則推卸責任，說佔
領者是否離開金鐘和旺角，不是學聯的責任，
應該由「佔領者考慮清楚繼續留下或離開」，
「不認為學聯是衝擊法治」。這種說法不符合
事實。9月28日，正是學聯宣布「提早佔領中
環」，它是「佔中」的始作俑者和組織者，當
然有責任根據禁制令宣布退出佔領區。如果不
宣布，就是不負責任，抗拒法庭的禁制令，觸
犯「藐視法庭」的罪名。
學聯所說的「尊重法庭判決」，完全虛偽。

虛偽在什麼地方？他們從來都沒有表示過會離
開佔領區，岑敖暉說「主動自首是彰顯公民抗

命的精神」，但他們認為「應在撤退時才自
首，而目前並無撤退空間」。他們講得漂亮，
但是絕對不會自行退場，也不會自首。所謂
「尊重法庭判決」，不外是拖字訣，把禁制令
擱置起來，不予理睬。學聯既表示「尊重法庭
判決」，又揚言「絕對不會撤退」，這是假法
治，真動亂。

公民黨煽動佔領者破壞法治
公民黨的余若薇接受電台訪問時，竟指禁制

令僅由單方面提出，不一定要遵守。梁家傑則
稱佔領者留在現場不代表是挑戰法律云云。余
若薇身為資深大律師，竟然指禁制令僅由單方
面提出就不一定要遵守，是非常離譜的。所有
的禁制令都是單方面提出的，言下之意，即是
說所有禁制令都不用遵守了，那麼法庭還頒發
禁制令幹什麼？法院考慮過原訴人陳述的理
由，認為涉及公眾利益，是凌駕性的，某些人
「公民抗命」的理由，不能凌駕於公眾利益之
上，這就是法院判決的理由。任何人製造借
口，佔領道路、癱瘓社會都不是抗辯的理由。
高院法官在判詞中表示，示威者在道路設置

障礙物，妨礙緊急車輛到達「佔領區」，對公
眾會造成危害，而行動規模龐大且持續很久，
影響眾多市民，存在演變成「公民動亂」的實
質風險，無論背後有多高尚的原因，都不能阻
止法院頒布禁制令的決定。

高等法院頒布禁制令，考慮的就是公共秩序和
大眾利益，考慮到有動亂的風險。高等法院認
為，佔領者不是公民抗命，已經發展成為「公民
動亂」。高等法院的判決是考慮整個社會正常運
作的需要，也已經考慮過佔領者「公民抗命」的
說法，並不僅僅是考慮原訴人「單方面提出」的
訴求而作出判決。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提醒，任
何人都要遵從禁制令，協助及慫恿違反禁制令的
人士，亦是藐視法庭。高院上周一頒布臨時禁制
令後，有「佔中」主事者慫恿佔領人士違反禁制
令，顯然是觸犯了藐視法庭罪。如今法庭延長禁
制令，任何人若繼續非法佔領，以及慫恿違反禁
制令的人士，都須負上刑責。
在法治基礎發展的民主才會健康，推動社會

進步，帶來實際利益，而不會變成動亂。如果
提倡無法無天的民主，蓄意傷害法治，將法院
的權威踩在腳下，鼓勵大家去犯法，這種民主
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暴民政治，最後給整個社
會帶來災難。
在高等法院的禁制令面前，全港市民都看到

公民黨的真面目，他們為了一黨的政治利益和
奪權陰謀，還煽動別人不去遵守，肆無忌憚地
破壞香港法治，這完全違反大律師的專業操
守。基於這個原因，執行高等法院的禁制令，
不但要拘捕阻撓拆除路障的佔領者，也要拘捕
煽動佔領者抗拒禁制令的大律師和立法會議
員，讓他們因為藐視法庭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煽動阻撓禁制令的反對派政客也應被捕

從11月8日起，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國，聚焦
APEC峰會，聚焦亞太經濟的大舞台。人們驚奇地發
現，從13年前的上海APEC峰會，到今天的北京APEC
峰會，中國已從亞太經濟的融入者，轉變為亞太經濟
新格局的締造者，連續兩屆沒有出席APEC領導人峰會
的美國，有意無意間已經把APEC峰會的主導權交給了
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屆APEC峰會發表了題為《謀求
持久發展，共築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勾畫出了亞
太經濟新藍圖，得到了與會工商界領導人的積極響
應，大家用熱烈的掌聲，高度贊同「亞太夢」的美好
願景。APEC已進入中國時代。

亞太夢彰顯大國責任
時代在變革中向前，世界經濟格局在創新中重構。
在美歐經濟復甦緩慢、全球經濟振興乏力的背景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毅然承擔起了締造亞太
經濟新版圖的重任。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首次提
出亞太夢，彰顯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激起了與會代
表的強烈反響。
亞太夢的魅力在於其包容而不封閉，讓各方都從中

獲利。縱觀十五世紀以來的大國崛起之路，充斥着血
腥和奴役，強國繁榮的背後是對殖民地的瘋狂掠奪。
而中國提出的亞太夢，融入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儒
家思想，目標是建立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
夥伴關係。什麼是夥伴？習主席說：「志同道合是夥
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變贏家通吃為各方共
贏」。在家庭觀念很強的中國人看來，亞太地區是一
個經濟大家庭，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有序的國
際體系。太平洋足夠遼闊，容得下這裡的任何一個國
家，大國崛起，不必你死我活，而是和諧共生。作為
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僅要擔起這一地區共同繁榮的
重任，還要改寫大國崛起的規則。
亞太夢的魅力還在於其絢麗而不空洞，有血有肉。

僅僅一年時間，中國倡導的「一路一帶」建設已得到
沿線諸多國家的回應，中國還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
路基金，為「一路一帶」沿線國基礎設施建設、資源
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本次
APEC會議又描繪了亞太自貿區路線圖和互聯互通新藍
圖，「互聯互通」從硬件、軟件和人入手，鋪設聯接
亞太、通達世界的道路，推進政策、法律、規則的銜
接和融合，促進人民友好往來。

如果把亞太地區喻為人體，「一路一帶」就是骨
架，公路、鐵路、通訊就是血管，資金、技術、人才
等生產要素就是血液。從「互聯互通」入手，將為肌
體的各個部位供氧，讓未來的亞太自貿區血脈暢通、
肌體強健。

新引擎展現強勁動力
在此次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各經濟體領導人和

與會代表都認為中國是亞太地區經濟新引擎。這個引
擎動力如何？習主席在演講中指出，今年前三個季度
的中國經濟發展增速保持在7.4%。由於體量大，這個
增長速度所帶來的增量也不可小視，2013年中國經濟
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
界名列前茅。
在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中國政府致力於深化改革

和持續開放。習主席在演講中，21次提及「改革」，
14處說到「開放」，11次談論「合作」，9次勾畫了
「互聯互通」的新藍圖。這些數據充分顯示了中國政
府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
力，加速亞太市場一體化的信息的信心和決心。
中國是世界經濟的新引擎，而創新是中國經濟的新

引擎。去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簡政放權，釋放了市
場活力，中國在上海自貿區推進的投資、貿易、金融
等領域的改革，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埋下了「伏
筆」。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1.25萬億美
元。今後5年，中國進口商品累計將超過10萬億美
元，出境旅遊等人數將超過5億人次。
在歷史發展的緊要關口，明智的選擇往往比埋頭苦

幹更重要。中國是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是搭乘這趟
列車？還是開着自己的汽車、趕着自己的馬車追趕中

國？無論對中國有多少偏
見，亞太國家不得不做出明
智的選擇。

香港在亞太夢中捕捉
發展機遇

習主席在演講中，提出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
這是一個宏大的戰略。APEC成員國人口約有26億
人，佔世界總人口的 40%，經濟總量在世界佔比
56%，貿易總量佔比48%。無論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發
展，還是對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塑，亞太自由貿易區建
設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試想10年後的自由貿易區是怎樣一番景象？無疑，
交通運輸的大動脈基本形成，信息傳播方式更加便
捷，人員交往的頻次和密度大大增加，一個個阻隔貨
物流動的關卡被撤除，一個個有利於自由貿易的規則
得以銜接……
變革，蘊藏着無限機遇。從現在開始，港人應該以

「亞太一體化思維」捕捉發展機遇，謀劃香港未來十
年的發展。在未來的亞太自貿區，香港有哪些優勢可
以放大？有哪些「短板」亟需補上？有哪些領域還有
可以拓展的空間？香港各界應該細細梳理。更重要的
是，維持香港法治、有序和穩定，是香港目前和未來
捕捉新機遇的首要基礎和條件。
APEC已進入由中國主導的新時代，亞太各經濟體爭

相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爭相籌謀在亞太經濟新格局
中的位置，爭相為本國和地區注入持久發展的新的活
力。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有理由、有條件，
也有能力捷足先登，率先抓住寶貴的機遇，在亞太經
濟新版圖中謀得新的、更大的發展。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習近平首提「亞太夢」為香港帶來新機遇
從亞太經濟的融入者到亞太經濟新格局的締造者，在APEC這個大舞台上，中國已實現了

完美轉身，APEC也進入了中國時代。在11月9日於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的APEC工商領

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筆者與來自世界各國的1500位工商領袖和企業家代表，親耳聆聽了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主旨演講。習近平首次提出亞太夢，彰顯了大國責任，作為世界經濟的

新引擎，中國發展動力強勁，世界各國爭相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有理由、也有能力捷足先登，在重塑亞太經濟版圖的進程中率先抓住寶貴的機遇。

■屠海鳴

楊莉珊 北京市政協常委

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忠臣

習主席的講話強調了「法治權威」和「社
會秩序」，顯示中央對香港法治受到非法
「佔中」衝擊極度關注，認為非法佔領行動
正嚴重破壞法治根基，必須以最大努力守住
這條防線，以免社會秩序基礎崩潰，出現大
亂。

「挺梁、挺警、人大決定不可撼」
據報道，此次長達40分鐘的會見比原計劃

超時10分鐘，習主席在會見中以「疾風知勁
草，板蕩識忠臣」來表達充分信任和支持梁
振英，高度讚揚梁振英作為特首，面對當前
「佔中」的港版「顏色革命」考驗，仍能迎
難而上的從政風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出自唐太宗李世民的五言絕詩《贈蕭
瑀》。這兩句詩意謂，只有在狂風下才能看
出草的堅韌與否，只有在亂世中才能看出誰
是忠臣，比喻危急中能識別忠貞。習主席憑
詩寄意，讚揚梁振英是抵得住疾風的勁草，
也是抗得住亂世的忠臣，在關鍵時刻信得
過、靠得住。事實上，在港版「顏色革命」
動亂中，中央始終如一支持特首，支持他能
帶領團隊「放膽」應對，中央亦已多次向外
國義正詞嚴表明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國內政，
不得干預。

梁振英在香港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當選特
首，履任以來面對各種政治逆流洶湧，有理
有利有節沉着應對，並在眾多突發事件接踵
而至的情況下，臨危不亂，逢大事有靜氣，
魄力內斂而處事果斷，有原則而又講究政治
技巧。這使反對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種種計
劃和行動不能得逞。
反對派已多次掀起「倒梁」歪風，最受人
矚目的，是去年梁振英以極高的政治智慧出
色地處理斯諾登事件，有力地維護了香港法
治基石、國家利益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美國反華勢力氣急敗壞，操縱香港反對派發
起「倒梁」風潮。由於中央堅定「挺梁」，
那次「倒梁」歪風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反對
派和外國勢力悍然發動違法「佔中」行動，
再次掀起「倒梁」歪風。梁振英同樣臨危不
亂，沉着應對，他領導特區政府，支持警隊
秉持堅毅克制的專業精神，忠於職守，忍辱
負重安定大局，不僅贏得廣大港人的尊重和
讚揚，也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

「佔中」挑戰主權中央不會退讓
在會見中，習主席着重提到了不久前舉行

的四中全會全面加強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
指出對在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法

也同樣有重大意
義。四中全會公
報中強調「堅持
依法治國首先要
堅持依憲治國，
堅持依法執政首
先要堅持依憲執
政」，強調依法
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清楚說明中央管理
香港事務的原則，是要發揮憲法和基本法的
引領和規範作用。「一國兩制」白皮書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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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會決定的法律依據來自憲法和基本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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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佔
中」行動公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決
定，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的挑戰，是對中央主
權的挑戰，中央對此絕不會退讓。
梁振英在會見後向傳媒表示，習主席充分

肯定他本人、特區政府包括警隊近期所做的
工作，中央將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維護社會穩定。梁振英表示有信心以特
區政府的自身能力，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
按照香港法律處理好「佔中」，恢復香港社
會正常秩序，維護香港的法治。廣大市民相
信，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反「佔中」強大主
流民意的支持下，曠日持久的非法「佔中」
行動行將依法結束，終將還香港法治尊嚴，
還社會安寧與秩序。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亞太經合會議期間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習主席

重申「三個堅定不移」，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表示中央政府

充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特別是為維護法治權

威、維護社會秩序所做的大量工作。習主席的講話至少釋放了三大信息：

「挺梁、挺警、人大決定不可撼動」。
■楊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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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賴以成功的根基。可是，令人非常
痛心的是這個根基正在被不斷的衝擊和破壞。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香港出現了許多匪夷所思的亂象，街
道被非法霸佔、公共設施被任意盜用、高等法院的臨時禁制令
被公然漠視、警員的執法尊嚴被一再挑釁……香港的法治精神
因而受到重創，香港人知法、守法的文明形象也因此受到了玷
污。正如香港大律師公會在聲明中所述：香港法治「危如累
卵，破在旦夕」。
為此，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在短短九天中以183萬個簽

名發出了「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支持警方」的強
烈呼聲，這是民意所歸，人心所向。
參與「佔中」的學生們應該看清形勢，及早回到學校，冷靜
務實地想一想，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市民不支持你們。其實，道
理很簡單，因為你們口口聲聲稱「追求民主」，行為卻違背民
主，硬要把自己的意見一廂情願地強加在別人身上；你們一邊
說對佔領行動帶來的不便表示歉意，一邊卻揚言要「長期佔
領」，完全不在乎給香港的經濟、民生、法治環境和城市形象
造成的巨大傷害與破壞。
香港，是700萬港人的共同家園。獅子山下相互包容並自覺

遵紀守法的法治精神，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城市名片，香港回歸
以來得到國家政策大力扶持也是香港得以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優
勢之一。眾所周知，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挑戰與機遇並存、國際
競爭極其激烈的時代。香港人只有堅持傳承和發揚法治精神，
將名片擦得更亮，並且緊緊抓住搭乘內地改革開放快車飛速發
展的機遇，才能保住香港不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敗下陣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捍衛法治，一定要加強與內地的緊密關係。
同學們，激情燃燒後趕快回復理性，請立即回到學校，追求
學問，做一個知法、守法、知福、惜福，具有國家觀念和真才
實學的有為青年，這樣，才擔得起香港繼續繁榮發展的重任，
才對得起養育了你們的香港。
同學們，趕快回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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