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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的風波，追根究底，始作
俑者就是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的幾筆糊塗賬。匿名捐款就如政
治黑斑，愈來愈大，重重疑點仍
未有解開，令不少在校生、畢業
生、教職員同感疑惑心痛。

以「經手人」混淆真正金主
金主究竟何人？來自何方？戴耀
廷的態度既抗拒亦多番迴避；過了
6星期才說是由「佔中」發起人朱
耀明捐出，然而，這番說詞並非事
實，據港大審核委員會報告顯示，
朱某人只是其中130萬元捐款的中
介人而非金主，戴耀廷卻把「朱耀
明」當作捐款人呈報，這種以非為
是的說法，不僅有違道德，更阻礙
真相的發掘，與戴耀廷法律學者的
身份嚴重不符。戴耀廷的百般遮
掩，不禁令社會對金主的身份更好
奇，金主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戴
耀廷冒險犯難，堅持隱瞞？

為「黑金」掩人耳目
頗為詭異的一個巧合在於，戴
耀廷曾向校方聲稱約35萬元的
捐款是用於人文學科與法律研究
及聘請人文學院研究助理，但最
終卻用作聘請研究助理為港大民
研的「佔中公投」工作，此舉既
沒有向相關部門上報，亦違反了
捐款用途，更有利益衝突之嫌，
就像打着學問、法律的大旗，以
學者的身份凝聚支持者。然而，
戴耀廷借種種機會作失德、違規

之舉，行為嚴重偏離了學者的道
德操守，更遑論身兼傳道解惑的
教職。有合格的靈魂，才會有合
格的人。法律學者知法犯法，是
最不可靠的道德典範！

捐款來歷不明 為何樂於接收？
據報，時任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

敏收取戴耀廷其中30萬元捐款時
有查問，並知悉捐款人身份，那麼
為何當日不如實向校方報告？難道
他覺得無須向校方交代此中細節？
此舉是否想繞過大學拒收匿名捐款
的關卡，於是選擇性地處理捐款？
亦因此，儘管有着多年管理經驗，
又儘管為不同的捐款作出多番的簽
署下批至各使用項目，陳文敏亦繼
續感到不需要「核實捐款來源」，
不需向校方匯報「捐款人身份」。
或許，有些政治動物當職位到達

一定的高度時，反而麻痹了個人的
操守與道德觀，令一個本來高智慧
的知法者，亦直奔「誠信缺失」的
災區。如陳文敏、戴耀廷之流，一
個個法律學者，他們不是剛上學的
新生，他們繞過校規，踐踏校規，
視香港大學的責任、聲譽如無物，
這樣又如何能以身作則，帶領學生
做好學問，帶領大學蜚聲國際？
在喧囂的年代，道德缺位，操

守失格，很少有合格的靈魂，而
陰暗潛伏的政客難免甚囂塵上，
混跡學院，然而這類生物，就像
危險劇毒，不宜任之從之，以免
毒草蔓延，劇毒纏身。

單志明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後，激進反對派堅持對抗立
場，要求修改和否定基本法，叫囂「全民制憲」，「自
訂香港人自己的憲法」。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
近日對此表示，基本法條文可以為香港司法獨立帶來保
障，質疑「全民制憲」流於口號，又強調修改基本法必
須謹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王振民8月29日在一個
研討會上指出，香港回歸祖國18年來，基本法實踐得很
成功，基本法誰能提出修改、誰負責修改，這都是有法
律明文規定的，不是「誰想改就改」。

警惕「修憲」否定基本法的危險傾向
儘管早在幾年前已經有人主張「全民制憲」，但那

只局限於個別眾所周知的立場偏激的人。立法會2014
年11月12日否決由黃毓民提出的「全民制憲」議案。
議案建議「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
港」。建制派議員強烈批評「全民制憲」議案無視政
治現實，不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指香港不是獨

立政治實體，也無條件「自決」，批評議案完全是在
鼓吹「港獨」。但現在鼓吹「修憲」的人，已並非個
別立場偏激的人，而是蔓延到一些反對派學者、激進
學生組織，甚至還有號稱代表幾乎所有反對派的「民
陣」，這不得不令人警惕。
兩年多前，當「公民提名」剛提出的時候，反對派

大都持反對意見，而在激進派鼓吹和理論包裝之下，
「公民提名」逐步騎劫了反對派。現在要警惕的是，
「修憲」否定基本法的危險傾向，是否也會逐步騎劫
反對派，這不僅使反對派更難從對抗的死胡同中走出
來，而且危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施。

否定基本法隱藏危險的「港獨」思維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提出「港獨五步曲」，

一是以「民主治港」的初衷為起點；二是確立公投機
制的短期目標；三是透過擬定民間約章以及修改香港
基本法，推動「修憲運動」作為中期目標；四是爭取

在15年後處理「二次前途問題」前夕，爭取香港主權
「自決前途」；五是要在2047年以後實踐「永續自
治」願景。
激進反對派否定基本法，兼且叫囂「自訂香港人自

己的憲法」，背後隱藏的是極度危險的「港獨」思
維，是「港獨制憲」的危險挑釁。所謂「港獨制
憲」，是企圖步「台獨」勢力「台獨制憲」的後塵。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並非獨立政治實體，
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憲法」，激進反對派竟然企圖步
「台獨制憲」的後塵，其政治狂妄可見一斑。

基本法凝聚了港人集體智慧
激進反對派聲稱，基本法制定時，「並非港人的初

衷，已經失去小憲法的基礎」，所以沒有合法性云
云。但事實是，中央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主動聽取
港人意見，為此中央委任了23名香港委員（佔總數約
五分之二）。基本法起草工作歷時四年八個月，過程
高度開放、民主，廣大港人廣泛參與，不僅體現了港
人的初衷，而且凝聚了廣大港人的集體智慧。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
律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均以香港基本
法的規定為依據，是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法理基礎，是中央與特區的一種互
信和契約，對香港保持資本主義社會擁有的自由、人
權、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是重要的保障。

基本法是香港保護神
在香港後過渡時期，基本法作為處理香港後過渡時

期事務、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基本指南，確保了香港
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香
港回歸祖國後，香港基本法作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確保了國家對香港
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保障了「一國兩制」開創性大
業的實施，為香港繁榮穩定提供了根本保障。
基本法是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自由、人權和根本福

祉的保護神。香港進入後過渡時期以來，一舉一動始
終吸引世人的關注，而能夠保證香港應對一個個挑
戰、渡過一個個難關、創造一次次輝煌的保護神，就
是基本法。基本法是香港的保護神，亦是各方溝通的
基礎。如果連基本法也要修改和否定，那麼香港安身
立命的保障何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法理基礎何在？香港將如何保持資本主義社
會擁有的自由、人權、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
西方國家有反對黨，但他們遵守一個遊戲規則，就

是尊重國家憲制；而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卻無視國
家憲制，挑戰國家憲制。這是不能接受的。基本法不
是要給某些勢力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可以在香港為
所欲為；不是為了給某些勢力提供一個舞台，讓他們
有機會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不是讓某些人通過排斥憲
法來達到排斥國家主權、排斥中央管治權和搞「港
獨」的目的。
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基本法，就要堅決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的權威地位。社會各界進一步增強維護基本法
的自覺性，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偉大實踐，就能夠健康深
入地發展。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人大「8·31」決定不容挑戰「法理港獨」必須遏止
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的「8·31」決定已有一周年。基本法和「8·31」決定是實行行政長官

普選的憲制基礎，此憲制基礎「具有牢固的法律地位，不容挑戰，不可動搖」。「8·31」決

定不僅為香港普選具體辦法確定了原則、指明了方向，對於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基本法，以及推進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公然鼓吹「港獨」的分裂言行，都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行為，都不能容忍。現

在，激進反對派動輒拋出「修改基本法」及「全民制憲」等口號，背後隱藏的是極度危險的

「港獨」思維，是「港獨制憲」的危險挑釁。香港各界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基本法和

「8·31」決定，堅決抵制、遏止「港獨」思潮。

文平理

面對經濟放緩 政府需有應對措施

本港經濟形勢不容盲目樂觀
政府在上月中根據香港上半年經濟增長比

預期好的情況，把全年增長預測由百分之一
至三，上調到百分之二至三。當時，一些輿
論就認為，環顧全球經濟前景短期內依然欠
佳，本港經濟未來的變數仍多，而且，旅遊
及零售市道已現下滑之勢，大家不可過於樂
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日發表的網誌中指
出：「香港下半年仍須面對金融市場波動、
外貿疲弱和旅遊業放緩等重重挑戰，經濟增
長速度可能會較上半年為慢」，財政司司長
作出這個判斷，是綜合分析了當前環球金融
市場的大幅波動、新興市場出現的經濟不景
及資金外流等最新動向，再結合香港股市、
匯市及多個行業的近期表現而作出的，希望
提醒大家對未來的經濟動向保持清醒的頭
腦。同時，他也強調香港「不論經常賬以及
財政預算皆有盈餘，經濟基調仍然保持穩

健」。這是對香港經濟現狀及下半年走勢實
事求是及全面綜合的判斷，更是提醒社會各
界，尤其是工商、金融界，要充分留意未來
經濟方面的風險。

「適度有為」地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的確，由於外圍經濟的不明朗，加上內地

製造業和外貿的進出口等主要行業，都呈現
了放緩的跡象，對香港經濟也會產生深遠的
影響。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過往對香港經濟
增長貢獻較多的多個行業，都出現了不同程
度的下滑，如7月份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
由 6月的49.2下跌至7月的48.2，連續5個
月低於50的景氣與否分水線，顯示整體經
營環境進一步惡化；本港貨櫃吞吐量7月份
按年下跌9.5%至175萬個標準箱，是連續
13個月負增長的最差紀錄，影響到物流業
的發展；金融業方面，由於預期美元加息及
經歷了股市的大幅波動，在連鎖反應之下，

在一段時間內都難見旺市，有專家指出：本
港金融業要有心理準備步入寒冬期；在旅遊
和零售業方面，近月訪港旅客顯著下跌，其
中七月訪港旅客較去年同期下跌8.4%，其
中內地旅客的跌幅更達9.8%。零售業今年
上半年總銷售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6%，其中，今年一月更是同比下降
14.6%，創下自2003年「沙士」以來單月最
大跌幅。
這些數據都在提醒我們，在無須過分憂慮

或悲觀的同時，更要有積極可行的應對措
施。行政長官梁振英指出，特區政府必須要
有「適度有為」的政策措施去發展經濟和改
善民生。在面對複雜的經濟環境下，特區政
府的確需要以這種積極而富前瞻性的思維，
一方面要提醒社會大眾對經濟走勢要保持清
醒頭腦，注意防範風險；另一方面，更要加
強研究並拿出具體的應對策略和措施。比
如，針對現在香港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經營
困難，政府應充分研究以適度的產業政策，
加大對適合香港發展的高科技創新及創意產
業的支持力度；又如，針對來港旅客大幅減
少，政府相關部門應聯同業界，到來港旅客
較多的國家及地區，加強對香港的推廣宣
傳。總之，既要說，更要做，才能真正體現
「適度有為」的新思維。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日在網誌撰文表示，預計香港下半年經濟增長可能放

緩。雖然他同時強調香港的經濟基調仍然良好，無須過分憂慮或悲觀。 但

是，從目前香港經濟多個行業的表現看，的確已經出現下調的跡象。因此，

政府在指出問題、發出警號的同時，更應以「適度有為」的積極態度，未雨

綢繆，及時制定相應措施，協助業界應對。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獲得
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同時由中國提出並主力籌
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獲得英國等世
界主要國家的支持和加入，這些都說明世界正
進入一個新時代。香港必須抓住歷史機遇，把
自身優勢發揮好，從服務國家戰略中找準自身
定位，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繼續為國
家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發揮獨特而重要的
作用。

中華文化促進世界進步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

在東方，而中國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
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源泉。

在當今世代，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中
國，因為失去中國，就等同於失去發展的機
會，這已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按照湯因比
的說法，中華文化能促進世界進步，「一帶一
路」當然需要中華智慧，區內國家緊密合作，
互利共贏，挖掘潛力，世界新的一輪繁榮就會
實現。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國家會贊成、支持
「一帶一路」戰略呢？回顧一下成吉思汗的歷
史，應該可以從中發現啟示意義。
公元1236年，成吉思汗征服了大半個世界，
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技術和生活方式的交流。
東方的印刷術、火藥、羅盤、麵條、茶葉和算
盤傳到了西方，西方的檸檬、胡蘿蔔、毛毯、
紙牌、蒙古象棋(即國際象棋的前身）則來到了

東方。最重要的是，歐
洲民眾看清了中世紀宗
教專制的愚昧落後，民
眾的覺醒為文藝復興時
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而歐洲文藝復興正是現
代世界文明的開端。恩
格斯說：成吉思汗在中
世紀踏碎了歐洲人的
心。歐洲人獲得東方智
慧，開創了新時代，輝
煌五百年。今天，面對
困境的歐洲人，當然希
望重振雄風，看到中國
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
輝煌成果，當然願意吸
收中華智慧，希望再次

迎來文藝復興的大時代。

香港必須抓住歷史機遇
面對世界發展大潮，香港可以扮演10大重要

角色：一、國際融資樞紐；二、人民幣離岸中
心；三、風險管理中心；四、貿易物流中心；
五、全球多邊協作運作支持中心；六、空海航
運中心；七、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八、
企業總部及專業服務支持中心；九、國際人才
培訓基地；十、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一帶一
路」沿線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有不少國
家法制不健全、發展所需的資金不足，中國企
業要走出去，極之需要法律、財務方面的諮詢
和專業服務，這正好是香港的優勢。
今年8月，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雜誌發表文

章指出：「香港必須抓住歷史機遇，把自身優
勢發揮好，從服務國家戰略中找準自身定位，
繼續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發揮獨特
而重要的作用，與內地同發展、共進步。」在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香港可以發
揮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優
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資
和資產管理服務；還可以發揮香港法律、會
計、管理、諮詢等服務專長，打造「一帶一
路」專業服務中心等。香港的反貪倡廉經驗也
可以幫助內地反貪，減少市場交易費用。
成吉思汗融合各大宗教，在不同民族地區建

立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今，東西文化通過「一
帶一路」戰略，順利的結合，產生共同的理
念，也將創造人類新文明，偉大的時代將在我
們手中產生。

「一帶一路」為香港創造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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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

■「一帶一路 香港機遇」論壇為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功用探
尋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