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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
「添美村」
還路於民合法合情合理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地政總署人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外的添美道一帶張貼告示，要求留守者周三前搬走
帳篷及其他個人物品，否則會被充公。霸佔添美道是違法行為，「添美村」是去年違法亂港
「佔領中環」留下的「手尾」，而且潛藏衛生治安隱憂。特區政府清拆「添美村」，還路於
民，合法合情合理。政改告一段落，港人是時候恢復正常生活，讓大家休養生息，重新營造
一個和諧的環境，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生議題，為市民辦實事，謀福祉。
「佔中」去年 12 月中結束後，部分「佔領者」陸續
在立法會大樓對開的添美道一帶紮營長期駐守，擺放
帳篷住宿，帳篷數目高峰期有約 200 個。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條例》，非法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有
關人士可能會觸犯刑事罪行及可能需要承擔特區政府
因行使其法定權力而引致的任何費用。「添美村」在
長達半年時間成為「無王管」的地帶，傳媒已多次揭
發區內衛生及治安問題存在重大隱憂，政改表決前
夕，警方才移走大批危險物品，包括木塊、鐵枝、玻
璃樽、磚頭、碎石及刀等。如今地政署正式清場，是
依法恢復添美道及鄰近地區秩序的正常和必要舉措，
清除威脅環境衛生和公共安全的隱患，還市民使用有

關道路的合法權利。

「添美村」沒理由存在
去年違法「佔中」已被法庭裁定違法，批出禁制令
要求結束霸佔道路的行為。「添美村」由「佔中」而
起，是「佔中」的副產品。既然「佔中」一早因違法
而收場，「添美村」更加沒理由再存在。「佔中」去
年底結束後，部分示威者為爭取所謂「真普選」，陸
續在立法會對開的添美道紮營長期盤踞，是為了針對
政改討論而來，保留「添美村」等同建立了反政改根
據地，一旦政改發展出現不利反對派的形勢，反對派
就可利用「添美村」迅速集結反政府力量，包圍政府

放下爭拗聚焦改善經濟民生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盧偉國 博士

政改方案一如所料，在立法會遭到反對派
議員綑綁否決，全港 500 萬合資格選民於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希望頓成泡
影，相信絕非廣大市民所願見。
本來，中央對支持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誠
意和決心是清晰的，特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
法和人大「8．31」決定而提出的政改方案
是合憲、合法的。綜合本地各項民調數據，
多數市民亦期待立法會最終能通過政改方
案。過去 20 個月，我和工程、建造、科技 ■盧偉國
等工商專業界的有心人，竭力為香港能走上普選之路奔走，既舉辦
研討會，又設立街站向市民宣傳，在政改議案提上立法會辯論的兩
天亦一直堅守，我在立法會的發言，也清晰展示對政改方案的支
持。
按下否決鍵的反對派議員，其扼殺普選的責任絕對無法推卸。他
們拒絕順應民意，堅持集體綑綁，令方案無法獲得三分二立法會議
員支持，導致政制原地踏步，令普選特首的黃金機會與我們擦身而
過，令廣大市民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一些反對派議員揚言否決政
改是一場勝利，但全港 500 萬選民於 2017 年普選特首的權利卻被剝
奪，所謂「勝利」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必須從整體上理解國家「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所確立
的香港憲制地位。「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而
提出的基本國策，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
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可惜，反對派議員始終漠視「一國兩
制」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不尊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拒
不接受人大「8．31」決定，或者要求首先接納不符合基本法的「公
民提名」方案作為溝通的大前提，甚至要求一切推倒重來。部分人
士去年更發起違法「佔領行動」，歷時 79 日才結束。此舉不但無助
推動政制發展，反而蠶食了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應有的互相尊重和信
任。佔領街道者甚至公然衝擊法治，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反對派議
員鼓吹的「公民抗命」，將違法行為美化，披上正義的糖衣，把群
眾運動推向暴力，甚至催生了涉嫌製造爆炸品的「港獨」分子，令
人痛心疾首！
同時，一些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又發起全面的「不合作運
動」，「拉布」連場，令工務工程和經濟民生議程大量積壓，與創
新及科技局相關的法例修訂和撥款申請也被一拖再拖。長時間的內
耗已令到香港競爭力不斷弱化，經濟發展前景也蒙上陰影！
政改未能通過，但香港社會不能再撕裂。各界人士應該冷靜下
來，重新思考我們未來的路如何走下去。過去一段日子，香港已因
政改爭拗，造成巨大內耗空轉，錯失不少推動經濟發展的機會，大
量社會民生工作亦有待推行。隨着政改表決結束，我希望社會各界
能放下政治爭拗。香港前途靠我們力撐，要發展經濟，要改善民
生，在在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團結一致，踏實向前行！
特區政府日前決定，主動調整立法會財委會議程，押後處理成立
創科局的撥款申請，以便優先審議 11 項與民生相關的撥款，並希望
與立法會有一個「新的、和諧的合作關係」。我認為，這是當局釋
出善意，符合公眾的期許。我呼籲反對派議員迷途知返，立刻停止
不合作運動，放棄種種「拉布」行為，讓香港發展重回正軌，令巿
民得以安居樂業。我和業界朋友也希望，創科局能盡快成立，讓香
港人同心協力，打造香港成為宜居、宜創業的智慧城市！

團結齊心建設香港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單志明

2017 年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
否決了。
我曾經相信政改方案能在立法會通過。因
為，通過此民主方案，香港巿民能夠在 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香港民主的大進
步！可惜，反對派將香港的福氣拒之門外，扼
殺了普選，全港市民無不感到失望、痛心。
香港經過近兩年的討論，在中央、特區政
府和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推出了既
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又符合香港實際的 ■單志明
普選特首方案。如果這個方案能夠實現，現在由 1,200 人選特首，就
變成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香港能在回歸不到
20 年時間就實現普選，這是西方民主國家要用數百年時間才能完成
的民主歷程，香港的民主進步值得港人驕傲。
現在，政改方案被否決，香港普選夢碎，特首普選的制度只能原地
踏步。我做過十年的選委，雖然選委來自全港各個階層，體現了均衡
參與的原則，但是由1,200名選委選特首，始終不如500萬人「一人一
票」選特首更具代表性，2017 年不能實現普選，不能不說是一種遺
憾。反對派向來以「民主派」自居，一向強調要爭取普選，但實際
上，當普選機會來臨、民主進步就在面前，反對派卻以「民主」名義
扼殺香港民主進步的機遇，剝奪500萬市民普選的權利，反對派對得
起民主，對得起廣大香港市民嗎？中央真心誠意地兌現基本法賦予香
港普選的承諾，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落實普選，只要有一分希
望，都盡百分百的努力。兩相比較，廣大香港市民可以清晰地判斷，
誰是香港民主的推手，誰是香港民主的絆腳石。
廣大香港市民希望落實普選，促進香港各項發展更順利。反對派
死抱僵化的對抗思維，要與中央對抗到底，以一己一黨之私利而否
決政改，不惜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反對派逆流而動，反民意而
行，肯定沒有出路，只會越來越被市民拋棄。
政改方案被否決，香港圍繞政爭的爭拗應告一段落，社會是時候
放下政爭，收窄分歧，重新聚焦經濟民生。特區政府已經宣布在立
法會優先處理 11 項惠民措施，這是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為市民辦實
事，謀福祉，全港市民也應聚焦經濟民生，目標一致建設好香港。

和立法會，重新掀起「二次佔領」，再次癱瘓中環、
癱瘓香港。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任何人士可以就社會問題表
達不同訴求，但前提是必須依法辦事。非法佔領街
道、包圍政府及立法會，製造所謂的民意壓力逼政府
讓步，明顯違背法治精神，對此種違法抗爭行為絕不
能放任。如果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就可以非法霸佔
道路，那麼無家可歸，是否也可以在政府總部外紮營
居住？有法不依，成何體統，香港絕不能讓非法霸佔
道路的情況一再重演。

發展經濟民生 香港重回正軌
去年「佔中」違法擾民，最終弄得天怒人怨，以失
敗告終。其後出現的「鳩嗚」行動、「反水貨客」行
動，都因為破壞法治和社會和諧，引起民意強烈反
彈，結果草草收場。霸佔添美道，給香港社會穩定埋
下定時炸彈，同樣不得人心，是時候清場。大眾原本
期待政改通過後，社會可以放下紛爭，聚焦經濟民
生。然而，反對派議員出於一己一黨之私否決政改方

案，香港邁向普選之路暫時受
挫。但是，香港不可能也不應
該繼續糾纏於政爭之中，忽略
■姚志勝
經濟、民生發展。長期以來，
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耗費了特區
政府太多的時間、精力和太多的社會資源。可以說，
政制之爭「累港久矣」。
發展是硬道理。行政長官梁振英已經宣布，優先向
立法會提交關於民生和經濟的項目。這是政改議案被
否決後，梁特首將工作重點放在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舉措。特區政府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將主要精
力集中在經濟和民生領域，希望讓香港經濟保持增
長，民生繼續改善，為推動民主發展打下更堅實基
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亦撰文表示，政府今後
會聚焦處理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題，懇請反對派
議員不要再糾纏在政改的議題，否則只會消耗社會的
精力，扼殺為廣大市民做實事的空間。廣大市民應支
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強大民意推動香
港重回發展正軌。

請向激進主義說不
梁美芬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反對派要特首選舉制度可以讓他們的人當選特首才收貨。但若真是這樣，恐怕
很多香港人都會很害怕，因為由他們接納的方案選出來的特首，既沒有民主胸
襟，又充滿民粹色彩，香港前途黯淡。筆者衷心希望，反對派改掉他們寧可一拍
兩散都不妥協的強硬立場，抵制「港獨」、激進主義危險勢力，用新思維去處理
與中央、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的關係，一齊為香港人做點實事。
擾攘了香港足足兩年多的政改紛爭終於落幕。為了此場爭
議，整個香港付上了沉重的代價，其中以非法「佔中」帶來的
傷害最深。這場大型非法行動不但破壞了社會的正常運作，更
重要的是傷害了很多朋輩關係、家庭關係，以及警民關係。
少數青年人上街參加「佔中」，「佔中」過後，他們變得迷
惘，變得失落，有一些變得更加激進。上星期政改表決在即，
民陣聲稱若政改通過，他們會發動十萬人圍剿立法會及政府總
部。此外，警方在表決前夕更發現一班自稱「全國獨立黨」的
成員在舊亞視廠房內藏有爆炸品及炸藥。這半年來，激進主義
在香港蔓延，所謂的本土派無非是曲線「港獨」派，不斷向年
輕人灌輸「港獨」思想，焚燒《基本法》，更演變成足球賽下
「噓國歌」的危險行徑。
反對派拿着兩把尺去衡量建制派和反對派的過失。任何政府
官員的小錯，他們都會拿着顯微鏡來無限放大，不管對錯，先
罵為快。但當反對派議員犯錯，例如像報章揭露梁國雄、何俊
仁可能收取了不明來歷的百萬捐款償還訟費，但沒有向立法會
申報，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左閃右避，這種嚴人寬己的做
法完全是雙重標準。這次否決政改的結果，沒有人是贏家，更
賠上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希望。歷時 20 個月的政改討論，社會
已經累了，對政改議題感到怠倦。筆者認為現在社會是時候聚
焦討論香港應如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不應侮辱自己的國家
向前看，大家要共同對抗激進主義。一個人對自己國家的政
策有不滿可以批評，但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作出侮辱國旗、國
歌、憲法的行為。近日網絡上瘋傳一位英國網民的帖子，他在
社交網站上貼出一張「本土派」扛港英旗示威的相片，怒斥
「港獨」分子濫用英國國旗：「你們不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們
跟你們沒有半點關係，也不想沾上任何關係。如果你們能夠背

劉斯路

■梁美芬

叛自己的國家中國，我肯定你們有一天也會背叛英國。請走
開！」這番言論得到很多香港網民支持，可見「港獨」、「歸
英」在香港根本不得人心，也遭英國人民唾棄。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表示，後政改時期的公民黨要引入
「本土」思維，政策立場會以「本土角度主流化」作考慮。但
香港巿民見到的「本土派」，是一班不講文明，只懂揮動「港
英旗」、「龍獅旗」，高舉分離主義，衝擊立法會，甚至涉嫌
製作炸彈的暴徒。公民黨垂涎「本土派」的票源，放棄原則和
底線，違背了創黨時的溫和理念，與「本土派」同流合污無異
於自取滅亡。黃成智因發表對政改的個人意見，被民主黨紀委
會建議開除黨籍，李國麟在政改表決的發言中抱怨，反對派長
期視他為「內鬼」，都可以見到反對派已失去自信，發展到要
清黨，排除異己，喪失他們一直追求的民主精神。湯家驊退黨
及辭任立法會議員，正正反映反對派中較為溫和、中間的人對
公民黨死心、絕望。

公民黨與「本土派」同流合污自取滅亡
反對派經常稱特首選舉方案應該無不合理限制，讓任何政見
的人都有機會參選、當選，但沒有民主的胸襟，又如何能達至
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呢？反對派要特首選舉制度可以讓他們的
人當選特首才收貨。但若真是這樣，恐怕很多香港人都會很害
怕，因為由他們接納的方案選出來的特首，既沒有民主胸襟，
又充滿民粹色彩，香港前途黯淡。
政改告一段落，建制派和反對派的當務之急，是攜手合作抵
制「港獨」、激進主義的危險勢力。與其令香港陷入撕裂，不
如由反對派和建制派一同努力，拒絕激進分子的行徑。筆者衷
心希望，反對派可改掉他們寧可一拍兩散都不妥協的強硬立
場，用新思維去處理與中央、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的關係，一齊
為香港人做點實事！

洪秀柱「兩岸和平協定」王牌不能丟

台灣大選峰迴路轉，國民黨中常會「無異議」通過核備提名洪秀柱
為「總統」候選人案。TVBS 隨即公布最新民調顯示，洪秀柱與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首次出現「黃金交叉」，有41％的人支持小辣
椒，38%受訪者挺蔡英文，洪首度領先蔡英文 3 個百分點。到底，洪
秀柱是否有勝選機會，筆者認為很重要一點，就是她是否繼續打「兩
岸和平協定」王牌，並且打好這張王牌。
儘管由於 TVBS 具有藍營色彩，使人覺得這個民調有傾向性，準確
率不高。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台灣「藍大於綠」的格局長期存在，洪
秀柱要想勝出，關鍵是如何重新激勵藍色選民。藍營只要團結一致，
洪秀柱則不但可以一戰，而且勝選也不是不可能。
筆者認為，洪秀柱要取得 2016 年大選勝利，國民黨還有兩張必勝
的牌。首先，馬英九可以宣布辭去「總統」一職，由吳敦義接任。馬
英九隨即歸隱，也就是說，將他執政不佳以及他和王金平內鬥產生的
藍營民怨也帶走，令藍營有機會重新團結，重新凝聚士
氣。其次，洪秀柱繼續打好她的「兩岸和平協定」牌，由
此對抗蔡英文表面維持現狀實際還是「台獨」的路線，贏
取台灣中間選民的支持，從而穩定台灣「藍大於綠」基本
格局，使蔡英文的得票只維持在綠營的三成多基本盤。如
此，洪秀柱想不贏也難。
自然，馬英九是不會主動辭職的。他的歷史悲劇，就在
於他沒有自知之明。馬英九很想有歷史定位，但是他的所
作所為，卻是該做的不敢做，不該做的偏偏要做，而且錯
了不認錯。所以，要他為了國民黨的大局，犧牲小我，辭
掉「總統」，他是做不到的。
本來，「兩岸和平協定」也是馬英九的牌，可是他前怕
狼後怕虎，畏畏縮縮，說民意不支持不敢做。這次洪秀柱
參選之初，就提出了推進《兩岸和平協定》，這也是她獲
得支持的基礎之一。問題是，目前的國民黨還沒有對此表
態支持，反而說要黨內智庫幫洪秀柱定政綱。似乎，國民
黨內部也不太願意洪秀柱冒進。筆者擔心，洪秀柱好好的

一張王牌，恐怕又要因為保守路線被廢掉了。
事實上，台灣人民渴望有和平穩定的生活，《兩岸和平協定》正滿
足了台灣主流民意的訴求。而且，過去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都打
過和平協定牌，他們也非常清楚台灣人民心中的擔心及憂慮。但是，
他們搞「台獨」或變相「台獨」，要求「國與國簽」，違反「一個
中國」的原則，中央當然斷然拒絕。
現在，洪秀柱說要推動兩岸政治對話，早日簽訂《兩岸和平協
定》。綠營立即將其論調抹黑為「出賣台灣，急於統一」。對此，洪
秀柱回應說，如果《兩岸和平協定》對台灣好，就要把立場說給人民
聽懂，不能因為有民意反彈就縮回去。這說明至少在當下，洪秀柱還
是很清醒的。
筆者堅信，洪秀柱只要和台灣民眾擺事實，講道理，令他們增進兩
岸和平的理解，這個牌就贏定了。

■洪秀柱獲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核
備提名為「
備提名為
「總統
總統」
」候選人
候選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