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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堆一爐」，規劃至今，歷時十多年。坊間誤解，單做
好回收，焚化、堆填就可擱置或順延。實情是即使我們銳意
減廢，十年間達減廢四成目標，每日末端仍餘數千公噸生活
廢物；另外，建築廢物逾九成回收後，每日仍有幾千公噸需
堆填處理。跟各地無異，焚化堆填等末端處理設施在香港必
不可少。減廢四成的目標殊不輕易，政府提出的十年藍圖，
正正以惜物減廢為政策核心，按步推動一系列措施和設施，
再根據現僅有堆填容量及需求預測增長而制定，減廢基建並
行。

路邊回收箱 回收量輕但意重
另一誤解是，路邊回收箱愈多，並管理得宜，便能化解當
下的廢物危機。實情是路邊回收箱只佔回收量極小部分(以塑
膠為例，2012年路邊回收箱的回收量為165噸，約佔全港總
廢膠回收量0.05%)，絕不反映整體情況。跟各地城市近似，
香港的回收量主要來自各大廈回收設施、社區回收點及私人
回收網絡。2012年廢膠一項，本地回收約320,000公噸。有
關數據基於「港產品出口」的海關申報統計得來(本地回收物
九成為出口)，不包括海外入口及轉口數據，此計算方法屬國
際間慣常做法。
廢物管理，重於減少、重用，次為回收。港式消費生活確

有相當減廢空間，包括減少使用即棄物品。而路邊回收箱，
只是芸芸減廢設施中一項配套，但位處公共空間，富公民教
育意義。我們新推「咪嘥嘢」app便民，展示全港逾七千個包
括路邊回收箱的回收點。誠然，廢物按量收費才是重點，我
們預計明年向立法會提交落實方案。

現代焚化技術 穩妥成熟
今年初與立法會議員赴歐考察時，當地政府部門、專業和
民間團體均驚訝香港竟缺現代焚化設施；英國的反焚化環團
(United Kingdom Without Incineration Network)亦坦言，減
廢是首要，但現實中適量現代焚化設施不可或缺。亦有誤
解，歐亞等地市民接受現代焚化，乃因分類回收做得好。從
資源循環而言，當然鼓勵源頭減廢及回收工作；但科學事實
是，現代焚化技術確切可穩妥處理大量雜膠、金屬等的生活
垃圾，其空氣排放仍可遠低於歐盟近十年已大幅提升的焚化
爐排放指令。至於微細懸浮粒子(PM2.5)，其先進袋式集塵系
統是現時控制PM2.5的最佳技術，過濾效率逾99%，設施附
近地區的累積濃度可符合香港最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若作合適比較，撇除建築廢料回收，英、法的都市固體廢
物回收率約四成(與香港相若)，日本只約兩成，簡言之，它們
每天也正焚化相當混雜的生活垃圾，卻不影響排放水平。歐
亞多國，在減廢同時，已把現代焚化視為基本市政設施，成
熟的排放監控已毋庸置疑，更樂見焚化爐「轉廢為能」供可
再生能源，如澳門已應用現代焚化產電近廿年。
現實中，各類環境基建從籌劃至落實，每每歷時十年甚至

廿載，為香港謀長遠福祉，我們將開展「邁向生活垃圾零堆
填」的研究，進一步減少依賴堆填，整全回應全港及至地區
對廢物管理的未來願景。整整廿載，香港未有擴充末端廢物
處理的承載力，現僅存容量快將耗盡，若立法會未能及時議
決支持「三堆一爐」，市政衛生勢將堪虞。

中央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平息「佔中」
剛結束不久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依法治國
的目標，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依法保護港澳同胞利益。這
是中央提升治理能力，推動國家向現代化邁出的重要
一步，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促進香港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法治是香港社會的
核心價值，香港的繁榮穩定要靠法治來保障。歷史表
明，法治是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
大都市的前提。習近平會見梁振英時指出，法治是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中央特別肯定和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社會秩序所

做的大量工作。習近平的講話釋放了明確信號：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特首普選的決定絕不可能改變，
中央將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理香港的事
情，包括處理好目前的「佔中」。而中央相信特首和
特區政府能夠處理好「佔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
此前因「佔中」阻礙而延遲的滬港通得以開通，證明
中央相信特首和特區政府有決心、有能力維護法治，
盡快平息「佔中」，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毁了法治 就是毁了香港
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而非法「佔中」
卻在動搖香港的根基，其危害性不僅在於眼前的經濟民生
損失，而且造成無法無天的先例，日後其他人也可以打

表達訴求、爭取利益的旗號公然違法，倘若如此，香港還
有什麼法治可言。沒有了法治這個最重要的優勢，香港靠
什麼保障市民的利益，憑什麼吸引投資者來鞏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沒有了法治，香港的民主發展也無從談起，
日後任何人都可以動輒以堵塞交通、癱瘓秩序作為要脅，
把少數人的訴求凌駕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最可怕的是，
參與「佔中」的年輕人以為他們的「民主訴求」「大晒」，
不惜犧牲法治，堅持「公民抗命」可以不守法，法治觀念
蕩然無存。毁了法治，就是毁了香港，也毁了年輕人的前
途。

依法清場符合國際慣例
「佔中」曠日持久，擾亂社會，挑戰警方執法，漠

視法庭權威，市民已經忍無可忍。近日多項民意調查
均顯示，超過7成的受訪者認為「佔領」者應該退場。
但是，「佔中」發展至今，已經失控，成為無人能統
一指揮的爛攤子，「佔領」者自行撤退可能性基本上
不存在。高等法院延長禁制令中，特別賦予警方協助
執法的權力，警方堅決清場，勢在必行。
縱觀世界各地，包括歐美等強調民主人權的國家，

對付違法示威「佔領」者從來都毫不留情，最終都是
以警方武力清場結束。2011 年的美國「佔領華爾
街」、英國倫敦大騷亂如是，不久前的比利時工會示

威亦不例外。英國首相卡梅
倫多次強調對街頭騷亂「零
容忍」，表示「絕不能讓恐
懼之感在英國的街道有立足
之地」。香港是並列「紐倫
港」的國際都會，特區政府依法清場符合國際慣例。
為維護法治、保護市民人身財產安全、恢復正常社會
秩序想，特區政府應順應民意，依法辦事，果斷清
場，防範顛倒是非、公然犯法的歪風氾濫成災。只有
重振法治權威，社會發展重回正軌，才能保障香港長
治久安，市民安居樂業。

將輿論焦點聚焦第二輪政改諮詢
「佔中」耗費了太多的社會精力，阻礙普選的順利

落實。香港的輿論焦點不能長期糾纏於「佔中」上，
必須回歸到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探討政改的正
途，落實普選才有希望。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
政府有決心在今年第四季進行政制發展第二輪公眾諮
詢。社會各界應該理性務實地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
積極尋求推動政改的空間，在提委會的界別組成、選
民基礎、參選人的入閘門檻等問題上，向特區政府建
言獻策，為香港政制注入更多民主成分，推動香港民
主穩步發展。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

果斷執法制止「佔中」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北京會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時強調，中央政

府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

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主席重申的「三個堅定不移」，表明中央對港政策

一以貫之，不會因為香港目前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而改變，同時提醒香港要堅持在法治

的基礎上發展民主。法治如同代表香港形象的名片，社會各界須珍而重之，法治受損對香港

將是一場難以承受的災難。違法「佔中」不能無了期地僵持下去，特區政府必須果斷執法，

堅決清場，才能彰顯法治權威，切實維護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

■朱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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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市民到金鐘「佔領區」向黎智英投擲多袋發臭
的豬內臟，在「佔領區」的「佔中糾察」馬上奮起「護
主」，其中擔當「糾察長」的郭紹傑，更粗暴地將懷疑
投擲內臟者強行壓在地上，更用索帶綑綁他們的手腳，
造成明顯傷勢，涉嫌濫用私刑，雙雙被警方拘捕。問題
是郭紹傑等所謂「佔中糾察」，有什麼權力使用武力制
服他們？其行徑與濫用私刑無疑，警方將其一併拘捕是
合理之舉。可笑昨日民陣還舉行遊行為郭紹傑等人呼
冤，完全是顛倒是非。
郭紹傑是誰？他是職工盟旗下工會港九拯溺員工會副
主席，也是工黨核心兼李卓人「頭馬」。李卓人派他擔
當金鐘「佔領區」的「糾察」，負責區內的保安及秩
序，其實就是要將金鐘控制在掌心，而郭紹傑還有另外
一個任務，就是貼身保護反對派金主黎智英。早前網上
揭露黎智英給予李卓人的捐款以百萬元計，是工黨的
「主要水喉」，現在老闆長期駐紮金鐘，自然要有奴才
照顧，保其周全。於是，郭紹傑以及一眾反對派新人就
以「糾察」身份長期在黎智英身旁守護。當日他們眼見
老闆受辱，自然要出手阻止並且施以教訓。
不過，郭紹傑要做肥佬黎保鑣是他自己的事，但不說
不知，他是康文署的救生員，一年前聲稱在泳池旁「滑
倒」，一直領取有薪病假至今，並且每三個月延續一
次，不用工作人工照收。但看他「佔中」期間擔當「糾
察長」的威風，以及日前制服懷疑投擲者的勇猛表現，
試問何來一點「病態」呢？不禁令人懷疑他是呃病假來
參與「佔中」。至於說為甚麼康文署對此坐視不理？原
因很簡單，有李卓人撐腰，還有一個大工會支持，他要
請病假康文署敢不批准嗎？但他一邊領取公帑，一邊搞
非法「佔中」，一邊兼職做肥佬黎保鑣，當局豈能不作
追究？難道「工會貴族」就可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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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庶
戴耀廷自首騷實為將學生推作炮灰的詭計

政務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都已經公開宣布，
將會採取行動協助執達吏清除「佔領區」的路
障。「佔領區」內的學生有可能被捕。在這關
鍵時刻，不少大學教授都已經公開要求戴耀廷
必須照顧學生安全，把他們帶回學校。戴耀廷
的前上司陳文敏更加指出，不值得為了「佔
領」一條路，大失民心，應該提早撤退。

圖將「佔領」行動延續推學生送死
但是，發起了「佔領」行動的戴耀廷卻另有

所圖，他蓄意令學生到11月21日之前，都要
追隨他不要退場。因為，他作為發起人，若果
在清場之前自首，就意味「佔領」已經結束
了，受他教唆和煽動的學生，也應該追隨他的
行動，撤離現場，避免被捕，香港就可避免更
大的折騰。任何一個有良心、有責任感的人，
都應該對學生的安全和前途負責，不應該犧牲
學生，推他們作「雨傘革命」的炮灰。
戴耀廷惡毒之處，就是利用了學生對他的信

任，出席電台節目時，居然說「法庭禁制令屬民
事，如果不遵行，也不算犯法，僅損害別人法律
上的權益，直到法庭作出藐視法庭判決，才算是
犯法，當事人只要承擔罪責，便不算違反法治，
亦能達到『公民抗命』的理念。」現在戴耀廷拖
延至下周五才自首，就是讓他的謬論繼續發揮作
用，煽動學生繼續「公民抗命」。
高等法院法官在判詞中清晰指出：對於有人

聲稱違法後承擔後果，便不算損害法治，「這
是錯的，也會誤導公眾，這是破壞了法治的精

神。」高等法院的判詞相當明確，法庭禁制令
一經頒布，就要即時執行，而不是讓「佔領」者
隨心所欲，喜歡在什麼時候執行就在什麼時候執
行，可以拖延不決，直到他認為可以自首的時候
才去執行。這種態度，必然是藐視法庭，違反法
治。鑒於這種情況，高等法院才在判決書中，要
求警察協助清除「佔領區」的路障，若有人阻
攔，就可以將之拘捕，並帶到法庭。
戴耀廷的用心是，「法官判了藐視法庭罪，

才變成了違法。」戴耀廷其實是要讓學生被定
了刑事罪行，把事情鬧大了，才容易實現他的
目的，進一步煽動學生說法律「不公義」，跟
隨他繼續「革命」，繼續和「一國兩制」對抗
下去。戴耀廷也有子女，為什麼他不把自己的
寶貝子女拿出來，以身試法，試驗一下「藐視
法庭罪」會有什麼後果？卻拿別人的子女當炮
灰，這種心態不是非常黑暗嗎？
戴耀廷的所謂「公民抗命」，也是偷換概念

的騙局。無論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民
抗命」，都是針對具體的不合理法例，並且針
對在不合理法例下得益的具體人群或團體。
「公民抗命」從來都不會針對國家憲法，不會
針對法律制度。甘地所針對的是「海鹽專賣」
的不合理法例，他的行動針對的是「海鹽專
賣」得益者，從來不會損害無辜的印度人民。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針對的是種族
歧視法例，不允許黑人和白人共用一間餐廳或
同一輛巴士，他發動了黑人違反法例，進入這
些餐廳或巴士，彰顯出有關法例的不公義。示

威者還立即到警察局和監獄門口，表示願意接
受懲罰。

自首是為了逃脫罪責的狡辯術
然而，戴耀廷發動的「佔中」，衝擊的目標

就是香港基本法，挑戰中央主權，要把香港變
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他們要針對的是七百萬
港人，剝奪他們生活的自由，剝奪他們的生
計，以少數幾萬人的意志凌駕在多數人的人權
上面。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清清楚楚列明：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戴耀廷的「佔
領」行動，就是要踐踏「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少數人可以無法無天，多數人的權利被
踐踏。其他人使用道路，要徵求「佔領」者的
同意。其他人的上班權利，要受到「佔領」者
的生殺予奪。代表公權力的警察，其糧食和裝
備，要得到「佔領」者的批准才能運送。代表
法律的法庭命令，要得到「佔領」者決定什麼
時間執行，才可以執行。
戴耀廷使用了緩兵之計，在禁制令頒布後一段

時間才去自首，無非是為了讓犯法行為再延續一
個星期，並美化為「尊重法治」，這可以說是強
詞奪理，是對法治的最大侮辱和挑戰。堵塞馬路
是犯法的行為，法庭的禁制令有明顯的時間約束
力，並不是任何人說我將來會自首，就可以為所
欲為在自己制定的一個時間表內繼續犯法，到自
己心滿意足了，然後才去自首。戴耀廷所謂「法
治得到落實和尊重」，是最無恥的謊言，完全違
反了公義，也是一個受過法律訓練的法律系教授
失德墮落的具體表現。
如果有一個恐怖分子，挾持了一個路人，大

講民主的崇高理想，大講「公民抗命」，讓這
個人質沒有飯吃，沒有水飲，飢寒交迫，然後
說，我是尊重法治的，也知道挾持人質是違反
法律的，我現在不會去自首，自首的時間，由
我去決定。再挾持多一星期，我就會自首，
「法治」也會得到落實了。這種強盜邏輯，沒
有人會承認。戴耀廷自首騷不過是為了逃脫罪
責的狡辯術。

身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說要在下周五自首。這是

公然藐視法庭禁制令，妄圖煽動學生繼續「佔領」，把學生推向犯法懸崖的一

個惡毒陰謀。戴耀廷使用了緩兵之計，無非是為了讓非法佔領再延續一個星

期，並美化為「尊重法治」。同時，他故意煽動學生一同去自首，讓學生被定

了刑事罪行，把事情鬧大了，才容易實現他的目的，進一步煽動學生說法律

「不公義」，跟隨他繼續「革命」，繼續和「一國兩制」對抗下去。煽動動

亂、引起香港社會重大損失、藐視法庭，戴耀廷休想逃過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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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行動陷入死局，多個民調都顯示超過7
成市民要求佔領者退場，反對派也意興闌珊，寧願
回到立法會主戰場，也沒有興趣再到金鐘「佔領
區」受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氣。眼見民意支持不斷減
少，佔領人數一縮再縮，「雙學」都心知不妙。但
先前把話說得太硬，現在已經沒有退場的藉口，否
則只會被激進派窮追猛打，但持續下去又只會令行
動爛尾收場，最終什麼也爭取不到，將來再發動大
規模行動，誰還會走出來跟隨「雙學」？因此，近
日「雙學」昏招盡出，一時約見這個，一時約見那
個；一時去中聯辦抗議，一時要上京見領導人。說
穿了，不過是狗急跳牆。

黃之鋒掌權 母親管錢
但更令「雙學」難以招架的是，近日網上不

斷揭發「雙學」的種種內情及醜聞，其中學民
思潮表面上只是一班中學生組成，但原來已經
沾染了成人政治的黑暗，學民思潮內的種種爭
權奪利，刀光劍影，令人怵目驚心。其中，身
為召集人的黃之鋒，其心計及權謀，更令不少
反對派大佬望塵莫及。一個政治組織，最敏感
的莫非錢財瓜葛，學民思潮成立短短幾年卻財

來自有方，坐擁數百萬捐款及資產。按常理，
一班中學生要管理如此龐大的資產帳目，恐怕
並不容易。一直為學民思潮管理資產的是一名
叫Grace Ng的女性，但原來，這名Grace Ng
就是黃之鋒的母親。即是說，在學民思潮之
內，兒子大權獨攬，母親則財權獨攬，整個學
民思潮豈非都是黃之鋒的「家天下」？
而且，黃之鋒的母親不是「幫助」兒子這麼簡
單，而是有意大搞學民思潮這門生意。據網上爆
料揭露，她曾教黃之鋒如何「吸金」，講過
「Joshua（黃之鋒）而家條數有7位數字，你一
定要想辦法花多些，令到條數變成6位數字，否
則的話，外人見你『水頭』充足，肯定不會再捐
錢給你。」而得到母親「教路」的黃之鋒也能夠
舉一反三，每逢民陣舉辦遊行時，黃之鋒都會
「提醒」成員，「遊行最緊要係『雙吸』，即是
『吸水』及『吸眼球』！」黃之鋒並會要求成員
務必要霸佔民主黨位於銅鑼灣怡和街的「許留山
街站位」，因為市民經過那街站時會特別熱心捐
款 ，認為若「霸」到的話必定「收錢收到手
軟 」。正是在黃媽媽教導有方、黃之鋒吸金有
術之下，才令到學民思潮近幾年財源滾滾。但錢

來得快也去得快，究竟大筆資金用在何處，相信
只有黃之鋒和黃媽媽兩人才知道。

較李卓人「青出於藍」
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一場「佔中」肯定為學民思

潮帶來不少收入，大量的物資和捐助究竟最後到了
哪裡，黃之鋒必須向外界有所交代。但事件其實再
一次證實學民思潮根本就是黃之鋒的「私人俱樂
部」，當年他為了鞏固權力可以將張秀賢等一班「老
臣」趕出學民思潮，甚至早前連另一名發言人周庭
也因為在會上頂撞黃之鋒，建議他不要做得太過火，
最終也被迫走。現時學民思潮的領導層基本上都是
黃之鋒的親信，一切唯其馬首是瞻，加上財政大權
掌握在黃媽媽手上，決策權、財政權、監督權集於
一身，不是「家天下」是甚麼？學民思潮不如乾脆
改名為之鋒思潮罷了！絕對權力滋生絕對腐敗，民
主制度需要監督，這不是反對派最常掛在口邊的說
話嗎？為什麼在學民思潮卻大搞一言堂呢？
當然，說到「家天下」，絕對不能不提「勞工
貴族」李卓人。他自己在職工盟掌權多年，老婆
是總幹事，雖然辭職了，但接任仍是李的多年親
信，姨仔是培訓中心的行政總監，「一門三傑」
都由職工盟供養，出職工盟糧，李卓人卻可決定
老婆姨仔的表現及加薪，這樣荒不荒謬？就算姨
仔失職，虧損了職工盟百多萬，依然好官我自為
之，原因當然是朝中有人好辦事。而李卓人的秘
書長職位多年來更是雷打不動。這樣一個勞工團
體，說是為勞工爭取權益，但看來最受益的不過
是李卓人一人。不過，看黃之鋒在學民思潮內的
表現，可以說他已經有青出於藍之勢，反對派「能
人輩出」，果非妄言。

黃之鋒在學民大搞「家天下」權財獨攬
一直為學民思潮管理資產的是一名叫Grace Ng的女性，但原來，這名Grace

Ng就是黃之鋒的母親。即是說，在學民思潮之內，兒子大權獨攬，母親則財權
獨攬，整個學民思潮豈非都是黃之鋒的「家天下」？現時學民思潮的領導層基本
上都是黃之鋒親信，一切唯其馬首是瞻，加上財政大權掌握在黃媽媽手上，決策
權、財政權、監督權集於一身，不是「家天下」是甚麼？絕對權力滋生絕對腐
敗，民主制度需要監督，這不是反對派最常掛在口邊的說話嗎？為什麼在學民思
潮卻大搞一言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