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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間遮遮掩掩，「佔中」搞手的底牌終於
浮出水面。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港獨」
言論暴露出「佔中」的真實目的，所謂「真普選」，
是謀求「香港獨立」，企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利
益。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港人應該醒悟。

「港獨」言論顛倒黑白
早在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苑》雜誌就推出了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此前，《學苑》還編
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
條自立自決的出路」。
學生的偏激思想來自何方？追根溯源，背後有「高人」
指點，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是「理論家」之一。早在任大
律師公會主席時，梁家傑就提出「民族自決權」和「推動
分裂的正當性」主張，還拋出「中國殖民地論」。
梁家傑的這些言論簡直是顛倒黑白！
所謂的「民族自決權」不堪一擊。什麼是「民
族」？「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
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試問：香港是一
個民族嗎？眾所周知，香港本是廣東的一個小漁村，
被英國殖民統治也僅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香港人說
的是漢語、用的是漢字，主流文化是中華文化，長相
也是「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中國人，何來
「民族」之說？
所謂「中國殖民地論」更是一派胡言。什麼是「殖

民地」？綜觀歷史上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
等國對付殖民地的做法，至少有三個特點：政治上
獨裁，經濟上掠奪，軍事上侵略。試問中央政府對
香港動用了哪一條？從政治上看，英國統治香港時
期由英國女王委任港督，港人沒有選舉權。回歸後，
香港實行「港人治港」，行政長官由港人選舉，而
且正在推動的政改，目標是到2017年實行一人一票
選舉行政長官。從經濟上看，大凡殖民地都是宗主
國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是被掠奪和壓搾的
對象。回歸後的香港不但沒有成為「兩地」，而且
香港商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內地遊客到港
旅遊購物拉動了香港消費，駐港部隊不用港人負擔

費用，香港不向中央政府繳納一分錢稅收。從軍事
上看，解放軍進駐香港以來，從未出現擾民現象，
反倒是反對派激進分子屢次到駐港部隊營地前揮舞
港英時期的旗幟挑釁，甚至要搶奪衛兵的槍械。世
界上哪有如此待遇的「殖民地」？
對英國殖民時期倍加留戀，反而將回歸後的香港看

成是「中國殖民地」，梁家傑若還有一點國家民族觀
念，大概不會拋出這樣的奇談怪論來吧。

國家安全的法律真空不能長期存在
法治是香港推進民主、發展經濟的基石，國家主權

安全不能妥協，「港獨」問題不能掉以輕心。然而，
回歸近18年，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仍然是法律空
白。這是一個極不正常的現象。
對於基本法23條立法長時間未能解決的問題，中央

政府採取包容的態度。然而，某些人卻把這種包容看
成了軟弱，致使23條立法問題至今懸而未決。 此番
「佔中」為什麼會鬧得滿城風雨？「港獨」言論為什
麼能夠肆無忌憚地出籠？就是因為沒有「反分裂國家
法」的「紅線」。
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必須改變。從目前情況看，「佔
中」平息之後，「港獨」分子並沒有偃旗息鼓，外部
勢力也沒有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的跡象。表面平靜，但
較量無聲，香港仍然存在社會動亂的巨大風險。「一
國兩制」，何者為大？顯然，「一國」為大，維護國
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最高利益。如果香港長期不就
23條立法，難道還要讓「法律真空」繼續存在下去

嗎？香港必須解決維護國家
安全的立法問題。

年輕一代國家觀念法
治理念缺失值得重視
此番「佔中」的禍首之一、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是香

港大學四年級學生，他經常穿印有港英旗幟的T恤，以
表示對港英時期的「懷念」。他負責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苑》時，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發表文
章，拋出「香港應公投變成獨立政治實體」。他甚至
公開表示 ：「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
歸』，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
試想，現年25歲的周永康，香港回歸時的1997年還

是個七八歲的孩子，他就算是「神童」，對港英政府
又能有多少了解？這種「懷念之情」實在可笑之極！
周永康是一個典型例子，折射出回歸近18年，對年輕
一代的教育有諸多缺失，回歸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缺
少國家觀念和法治理念，只講「兩制」，不講「一
國」；只講「民主」，不講「法制」；只講「港人自
決」，不講「中央管治」；只講「命運自主」，不講
「國家利益」。如此偏激，後患無窮。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是中
國的核心利益。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精神是香港的
根基所在。香港要長治久安，就不能忽視對年輕一代
國家觀念、法治理念的教育，這也是「依法治港」的
題中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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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獨」危害國家利益 依法治港到了關鍵時刻
香港大學《學苑》的「港獨」言論，暴露出「佔中」的真實目的是分裂國家，是危害國家

利益。香港回歸快將18年，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仍然是法律空白，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必

須改變。依法治港到了關鍵時刻，香港必須解決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問題，清楚劃出法律

「紅線」，震懾「港獨」分子；同時，加強對年輕一代國家觀念、法治理念的教育，築牢香

港長治久安的思想基礎。

■屠海鳴

何俊仁單方面宣布在政改表決後辭職發動「變相公投」，引起
了反對派巨大反彈。日前何俊仁與各反對派政黨團體會面時，決
定成立所謂「辭職公投」的八人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何俊仁、工
黨主席李卓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社民連主席梁國雄，以及學
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學民思潮」、「民陣」以及「佔中」各一
名代表。何俊仁的動機顯而易見，就是要將反對派各政黨團體，
尤其是有「道德光環」的「雙學」全數拉落水，共同參與之後的
補選，並且為他指定的接班人抬轎，一舉兩得。至於反對派成立
所謂八人工作小組，也非是為了支持何俊仁，而是通過這個小組
更好地掌控局勢，以免「年齡與智商成反比」的何俊仁再次做出
其他蠢事。
不過，真正決定「辭職公投」是否成事的，恐怕不是何俊仁，
而在於民主黨以及反對派的背後金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日前在
接受訪問時就一錘定音指出，民主黨即將召開大會討論「辭職公
投」事宜，「一旦民主黨黨大會反對有關建議，何俊仁不會辭職
發動變相『公投』。」劉慧卿對於「辭職公投」的反對立場從來
一以貫之，如果民主黨大會否決，相信她便會強硬制止何俊仁，
除非何脫黨自行發動，否則「公投」將不能成事。當然，另一方
面也要看反對派金主黎智英的看法，因為將來補選的經費很大可
能都是來自黎智英，如果老闆不點頭，何俊仁會自掏銀包嗎？
雖然，「辭職公投」之議仍未能決定，但近日已經引發反對派

內的連場暗戰。在民主黨內，一眾少壯派以及何俊仁派系，不斷
在黨內「做工作」，游說黨員支持「辭職公投」，並且指責黨內
溫和派如張文光等民主立場不夠堅定、是「投降派」云云，以爭
取建議在黨員大會通過，讓他們有機會成功上位。但溫和派也不
會束手待斃，同樣發動支持者反制少壯派，明爭暗鬥日益激烈，
最終不論結果如何都將引發民主黨內的嚴重分裂。
至於其他反對派政黨也是各懷鬼胎，民協早已表示不支持「辭

職公投」，民協馮檢基這個前「飯盒會」召集人，甚至被排除在
八人工作小組之外。而一直大力攻擊何俊仁的新民主同盟范國
威，自然不會參與其中，近日更不斷邀約傳媒訪問，借此批評何
俊仁「逆其道而行」，在宣布建議的當日才告知其他反對派政
黨，根本不利於反對派的團結。他又說，新民主同盟還未決定是
否幫何俊仁助選，要留待執委會決定，其中最主要考慮的是時間
和資源。即是說，不會支持何俊仁。不過，曹操都有知心友。社
民連、「人民力量」正是最大力支持何俊仁辭職的政黨，連何俊
仁都承認在反對派內，「尤其社民連非常支持，好熱心」。
激進派的算盤很簡單，他們一直希望再打「公投牌」，挑動社

會的政治爭議，令之後的選舉可以在泛政治化的環境下進行，有
利他們選情。但汲取了上次慘痛經驗，他們不願意再自行發動。
現在有人「自告奮勇」，激進派一個議席都不必交出，就可以製
造一場政治行動，自然是大力支持，並且聯同民主黨內的少壯派
裡應外合，以促成其事。至於梁家傑、李卓人，則一切以金主指
示為依歸，暫時未有很強烈的意向。可以預期，這一場「辭職公
投」的爛騷，將令反對派各陣營的裂痕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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鰂魚涌早前又被噴上意思為「香港建國」的英語塗鴉，此前
在香港多處亦見類似塗鴉，公然煽動國土分裂，除意識大膽
外，更是明目張膽，且選擇塗鴉的地點是大量行人途經的公眾
場合。狂徒刑毀公共場所，肆無忌憚，做出反社會的行為，情
況令人擔憂。此外，也見「港獨」分子頻頻在街頭論壇出現，
並手持象徵前朝殖民色彩的「龍獅旗」揮舞，存心挑釁。
種種跡象顯示，「港獨」意識已借去年「佔領」違法行動

而擴散，尤其「港獨」和「佔領」同樣強調違法和極端行
徑，「港獨」勢力除了借「佔領」一役吸納激進分子外，也
企圖在互聯網組群「招兵買馬」，招攬「志同道合」的破壞
社會分子，煽動破壞、縱火、刑毀等罪行，妄圖搗亂法治秩
序，製造社會恐懼，行徑倒像極端邪教或恐怖分子。
自從去年借違法「佔領」行動助燃，「港獨」之勢已從火

花升溫為火焰，更不時與「台獨」等分裂勢力的易燃物「混
合」，越燒越旺，先有兩地鼓吹「分裂」的狂熱政客互訪，
也有指「台灣」資金支援煽動「港獨」的「佔領」行動，不
難想像「港獨」和「台獨」兩股極端勢力已然綑綁，威脅我
國主權、國土完整和國家安全。
去年，「香港人優先」組織已擅闖駐港部隊軍營叫囂，挑

戰法律底線和憲制地位，此犯法行為已是公然挑釁全國十三
億人民，也是向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宣戰。「港獨」分子
「武裝化」已成雛形，已逾越危險警界線，絕不是危言聳
聽，我們要正視抗爭式的「港獨」為香港帶來的潛在損害，
及時撲滅「港獨」氣焰。
雖說「港獨」只是少數激進分子所為，從他們公然組織

招攬「破壞小隊」，猶如土產恐怖分子，已見「港獨」擾
亂香港的野心和狂想，並存心破壞我們家園的安寧。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絕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
體，對於「港獨」的異端狂想，以鐵腕粉碎「港獨」勢力
已是當務之急，別讓「港獨」分裂勢力之火種在中國人的
土地上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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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籌劃的「高鐵出
口」包括四大方向：由北
京出發直達莫斯科，進入

歐洲各國的歐亞高鐵，總長超過4萬公里；從
新疆烏魯木齊出發，經中亞到達德國的中亞
線，總長約2萬公里；從昆明出發，連接東南
亞國家，抵達新加坡的泛亞鐵路線，總長為
1.46 萬公里；洽商中的「中俄加美跨國高
鐵」，經西伯利亞，穿白令海峽、阿拉斯加，
跨加拿大後到美國。四大工程之浩大、影響之
深遠，前所未有。四線建設過程中，將大大拉
動高鐵相關產業；完工後的高鐵，則開創沿線
貿易新格局；最終或改寫世界經濟版圖。
中國高鐵運營里程已經超過1.5萬公里，是

發展最快、規模最大、技術最成熟的國家。由
於中國高鐵經歷了最大南北溫差考驗，公里造
價為0.33億美元，比日本、德國的0.5億美元
便宜得多，在國際市場已經形成絕對競爭力。
超過100個國家元首、政要和專家團專程到中
國乘搭北京到天津、時速350公里高鐵，體驗
中國高鐵的無窮魅力；顯示其中的吸引力非同
小可。四大高鐵線如果能夠在20年內建成，建
設中和建設後均可為中國增加大量工作崗位，
並帶動與周邊國家貿易跨越式發展，成為中國
經濟新增長點。

中日將角逐東南亞高鐵「戰場」
2013年2月19日，馬來西亞、新加坡同時
宣布，將投入300億馬元興建北起吉隆坡、南
至新加坡、時速350公里、全長354公里的高
鐵，於2020年竣工後，由新加坡至吉隆坡的陸
地行程時間將由目前的5小時，縮短為90分
鐘。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後訪問馬來西亞，表示
有興趣參與大馬的高鐵計劃，並希望馬新高鐵
能往北銜接泰國，與昆明到新加坡的高鐵對
接，實現建成泛亞高鐵系統。習近平特別指
出，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建成後的
高鐵有助雙邊年貿易額向2000億美元的目標進
發，創造雙贏。
與此同時，日本鐵道集團、川崎重工、日立

製作所、三菱重工和東芝等日本鐵路集團，以
及德國西門子和法國阿爾斯通，都對馬新高鐵
建設表現出濃厚興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很
快對大馬進行訪問，並立即向世界新聞界高調
聲稱，大馬高鐵將採用日本新幹線技術。馬來
西亞隨後不客氣地澄清，大馬高鐵採用哪國技
術，資金具體從哪兒來尚未定奪，並隨即宣布
馬新高鐵將向包括中國、德國、法國等全球各
家廠商公開招標。馬新高鐵所透露出來的信
息，凸顯中國和日本將會致力角逐東南亞高鐵

「戰場」。

世界經濟發展將出現新景觀
「高鐵出口」描繪出中國將打開整個歐亞、中
亞、東南亞嶄新藍圖。計劃中的歐亞高鐵將經過
法國、德國、波蘭、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
家，最後入境中國。歐亞高鐵的受益者包括所有
高鐵沿線國家。哈薩克斯坦對歐亞高鐵興趣最
濃，哈國希望，通過高鐵實現歐亞大陸經濟一體
化，盤活沿線經濟。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
夫在訪問中國的日程中，不僅專門聽取了中國高
鐵專家對未來高速藍圖的介紹，還專程體驗時速
350公里的京津高鐵。而由北京至莫斯科的7000
公里高鐵，有望成為歐亞高鐵的先導。
儘管中俄在高鐵採用軌道標準方案有不同意

見，俄羅斯右翼人士也對「中國高鐵擴張」心
存憂慮，擔心修建高鐵會讓中國商品洪水般湧
入俄歐市場，衝擊俄羅斯經濟。但主流民意仍
然希望盡快修成京莫高鐵，因為俄羅斯經濟已
經離不開中國這個大市場。中國和印度已經商
量好，幾條印度高鐵將採用中國的標準和技
術，但必須安排印度工人。另外，中國將競標
美國加州總長1100公里、設計時速為350公里
的高鐵項目。中國高鐵從泰國首先啟動，沿歐
美各國滲透，促使世界經濟出現新景觀。

高鐵改寫世界經濟版圖

王惠貞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施政報告重法治促發展

防止以「民主」為名破壞法治
違法「佔中」嚴重衝擊法治底線，對社會秩序、市民利益造成巨大

傷害，教訓不可謂不深。目前「佔中」雖然已結束，但是「佔中」的
後遺症並未完全消除，有人揚言不排除日後還會發起更多的「佔領行
動」，以表達對普選的訴求。因此，施政報告的序言部分就開門見山
指出：「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須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
求民主的同時，應依法守法，否則便淪為『無政府主義』。」這明顯
是要提醒市民警惕違法「佔中」捲土重來，尤其是要防止以爭取民主
普選為名破壞法治的現象成為慣常行為，這是今後一段長時期，本港
社會必須高度重視，必須形成共識竭力抵制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
道立日前在本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時也強調，法治不容妥協，
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並必須奉行無間，不能有片刻鬆
懈，即使「佔領」事件引起很多爭拗，但法治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眾所周知，香港能够成為吸引全世界投資者的國際金融中心，能够成
為舉世聞名的國際都會，良好的法治是最重要的優勢和保障。如果法
治被破壞，其他的建設就將成為空中樓閣。唯有堅持在依法守法的大
前提下，才能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推進民主和發展經濟相得益彰
施政報告指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經濟發展，充滿機遇。這充分顯

示民主和經濟、民生發展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佔中」最終得以妥
善處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近年香港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市民分享
到發展的紅利，人心思定。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上京述職的特
首梁振英時強調，香港的政制發展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應該有利
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也點明安居樂業、繁榮穩
定對落實普選的重要性。此次施政報告在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都提出許多高瞻遠
矚、切實可行的建議，包括強調發揮香港
作為國內外「超級聯繫人」的優勢，進一
步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把握經濟增長的機
遇，同時在房屋、退保、青年等方面推出
不少具突破性的措施，展示特區政府有決
心、有能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了好
的經濟基礎，就有能力不斷改善民生。近
年香港由於政爭太多，已經拖慢了經濟發
展的步伐，廣大市民應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落實施政報告，促進香港
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為落實普選營造有利條件。

順應民意依法落實普選
政制發展是當前香港社會備受關注的議題，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

點。政制發展的關鍵，當然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進行，這是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但是自政改討論開展以
來，本港一直存在一些帶有強烈誤導性的言論，有人提出「香港問
題，香港解決」有違憲制的口號，有人始終不肯放棄違反基本法的
「公民提名」，甚至不斷要求推翻人大決定。
施政報告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基本法》具體規定。香港的權力來自
中央，中央通過《基本法》向香港授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
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是根據《基本法》具體規定
的高度自治，不是隨意的自治。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要根據《基本法》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制定和發展。」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擁有不容置疑的實質決定權，人
大決定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效力，香港要實現普選行政長官，必須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本會去年進行3次「對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期望意見」調
查，發現市民普遍期望2017年能够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逾6成受
訪者認同有關選舉辦法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框架下落
實；有近6成受訪者希望政改方案能在立法會通過。有普選一定比無
普選好，政制向前走一定好過原地踏步。特區政府已經展開第二輪政
改諮詢，社會各界應該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珍惜未來推
進民主、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機遇，積極參與政改諮詢，在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框架下，努力拓展普選行政長官的政
治空間，共同促成一人一票選特首，令香港發展進入新局面。

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以「重法治 掌

機遇 作抉擇」為主題，是香港回歸以來首份以法治為主

題的施政報告。經歷了違法「佔中」79天的騷亂，施政

報告強調重法治突顯出特殊的現實意義，讓廣大市民更加

明白離開了法治，香港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都

將是緣木求魚。第二輪政改諮詢已經啟動，2017年一人

一票普選特首是廣大市民的共同意願及期望，社會各界應

在合憲合法的軌道上，理性探討，凝聚共識，把握機遇，

在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作出明智的抉擇。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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