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黑金」美孚街站揭禍港者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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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表示，相比鄰
近地區，香港的經濟、民生進展有些差強人意，
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
國化」，造成了香港巨大內耗，歲月蹉跎。而前
特區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同一場合說，如果香港
希望在2047年後繼續繁榮穩定，繼續維持自由、
民主、平等、法治的價值觀，一定要以行動證明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國家有貢獻，而不是對
抗鬧事。確實，香港應該用好「一國」和「兩
制」的雙重優勢，適度有為，凝聚共識，把握機
遇，既為國家新一輪改革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也
令香港大獲裨益。這將是對「去中國化」傾向的
最有力的反擊。

香港回歸18年來，「去中國化」傾向確實在不
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成為窒礙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阻力。回歸初期，政府中有人過分
強調「兩制」的差異，對兩地合作反應冷淡，令
香港錯過一些重要的發展良機。近年來，社會上
有人打着「兩制」旗號頑固對抗「一國」，對兩
地經濟融合中的一些問題上綱上線。新界東北發
展規劃、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等重大建設均
遭到狙擊阻撓，更有人煽動針對內地遊客的野蠻
暴力行動，這些「去中國化」的行為，妖魔化兩
地的經濟合作，企圖割裂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將
香港變為「孤島」。中國內地保持良好發展勢
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新加坡、韓
國等周邊競爭對手無不爭相與中國保持更緊密合

作，爭取到帶動自身發展的源源動力。香港有人
試圖搞「去中國化」，與經濟發展大潮背道而
馳，其後果必然導致香港發展緩慢，不進反退。

回望歷史，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民生關係從來密不
可分，「香港助力國家發展，國家支撐香港起
飛」，香港很多人早將貢獻國家與發展自己合而為
一，成就巨大。目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
岸中心，全球最大的跨境人民幣結算中心，香港服
務業為內地產業發展和市場蓬勃作出了重要貢獻。
展望未來，隨着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穩
步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都
給香港創造難得的服務國家與自身發展新機遇。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具備「四大特
點」，包括是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高度開放，
可以在經濟、航運等領域和各界保持發展關係
等。香港可以在人民往來、專業行政、科研、航
運、商品服務、國際金融六個方面，在國家新發
展策略中發揮作用。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自由
發達的營商環境，以及背靠國家輻射全球的國際
化網絡，可以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只
要特區政府積極進取，以適度有為的新思維推動
兩地合作，充分發揮香港固有優勢，一定能把握
機遇，為國家的新發展歷程作出無可替代的貢
獻，同時也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收穫豐碩成
果。這是對少數人迷戀「殖民化」，主張「去中
國化」的最有力的反擊。

（相關新聞刊A4、A5版）

反對「去中國化」 以獨特優勢貢獻國家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本周二訪美，輿論預

料網絡安全將成為中美元首討論的焦點之
一。據傳媒報道，雙方將加強在網絡問題上
的對話，在共同依法打擊一切形式的網絡犯
罪、維護網絡安全、開展網絡合作等方面達
成重要共識，中美雙方將攜手為構建和平、
安全、開放、合作的全球網絡空間發揮重要
而深具建設性的作用。由於美國是互聯網的
發源地及相關科技最為發達，而中國又是互
聯網用戶最多、應用最普及的國家，中美雙
方就網絡安全達成共識，令網絡問題成為雙
方合作點而非摩擦點，此舉不僅有利於兩國
關係的改善，更將對全球互聯網的安全發
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互聯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起源於美
國，最先是用於軍事用途，之後發展到涵蓋
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互聯網應用最
早、相關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近年來互
聯網產業發展迅速，據最新統計，中國網民
已經達到 6 億多，互聯網的普及率接近
50%。中美兩國都是互聯網發展和應用的大
國，雙方合作空間很大，本應在共同的利益
基礎上，加強合作達至共贏。不過，遺憾的
是，過去一段時期，美方不時無端指責中方
對美國發起黑客網絡攻擊，竊取其商業機密
和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個人資料，甚至揚言
要單方面制裁中國的一些公司和企業。這種

對立態度，誇大了兩國在網絡安全和發展方
面的一些分歧，對兩國關係自然也產生了消
極影響。事實上，中國也是網絡黑客攻擊的
受害者，中國政府反對一切網上黑客攻擊行
為，如果這些行為在中國境內發生，也將會
受到法律的追究。相反，美方過去一直運用
其在網絡方面的領先技術，以「反恐」為
名，全面監控別國的網絡。因此，它把網絡
黑客攻擊行為歸咎於中國，不僅沒有事實根
據，反而顯示出自大及霸權的心態。

美國老一輩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曾
經告誡說，中美除了合作別無選擇，雙方
承受不起發生衝突的代價。在互聯網領
域，中美之間也是如此，合作符合雙方共
同利益，摩擦只會讓大家利益都受損。習
近平主席此次訪美，預料網絡安全是其中
一個雙方討論的焦點，正是從雙方較為關
心的事項入手，透過兩國元首的良性互
動，凸顯中國加強合作、和平發展的方
針，這將可盡量減少雙方分歧，進一步拓
展兩國共同利益，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增
添新的內涵；同時，也是對全球互聯網事
業發展的重大貢獻。期待美方能夠對中方
的誠意作出積極回應，妥善處理分歧，消
除對立，深化合作，共同維護包括網絡安
全在內的世界和平發展事業。

（相關新聞刊A20版）

中美達成網絡安全共識影響深遠

A6 重要新聞

鳩嗚300「見紅」梁金成涉打人被拘
一男被打至頭破血流「粉筆少女」在內3男1女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作為亞洲國
際都會，香港每年出入境人次總數逾兩億。
受內地經濟放緩、人民幣貶值及早前一系列
「反水客」行動等因素影響，近期訪港內地
遊客數量持續下降，令香港旅遊及零售業等
相關行業步入寒冬。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處
長陳國基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強調，市民
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反水客」及其他類
似行動有可能為旅客帶來錯誤信息，影響他
們來港旅遊意慾。他重申，示威者只是極少
數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歡迎旅客，入境處
將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有關工作，方便遊客出
入境。

重申「反水客」僅極少數
陳國基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出，經濟及

匯率等因素確實影響內地旅客訪港意慾，但
「反水客」行動卻為旅客帶來錯誤信息，以
為香港人不歡迎他們。他指出，示威者只是
極少數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歡迎旅客，因
此特區政府有不少推廣工作要做，入境處將
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有關工作，推行改善措
施，方便遊客出入境。
他指出，香港未來會開設兩三個新口

岸，入境處將與內地公安部門合作採取措施
方便旅客，包括去年開始試點啟用的電子往
來港澳通行證也將繼續推進。同時，希望通
過建設邊境購物城等方式疏導香港的客流。
他說：「香港與內地有着不同的制度及生活
方式，可以提供一些好的經驗，值得內地遊
客過來看一看。」

加快聲請審理 防機制遭濫用
針對有媒體報道反映有大量的「假難

民」借聲請及上訴來港暫住，陳國基指有人
用盡各種辦法，拉長留港時間，濫用香港有
關機制，目前等候審核的人數已經逾一萬
人，情況嚴重。他表示，入境處會盡量加快
審理申請；打擊非法偷渡入境及打擊從事非
法工作；盡量在法律、行政上防止機制被濫
用。他續說，入境處會不時檢討簽證政策，
並按情況需要作出調整，確保有關措施不會
被濫用。

配合「一帶一路」全球吸人才
另外，香港近年人口急速老化，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足
夠及優質的人力資源是香港社會與經濟持續
發展的首要條件，而香港的勞動人口預期於
約2018年開始下降。陳國基表示，香港的
建設需要大量人才，入境處會不斷優化現有
的出入境政策，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路」
戰略的實施，在全球吸引更多人才到港。
入境處的人才計劃主要有「一般就業政

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
入境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
業安排」等。陳國基指出，勞動人口下降會
直接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入境處必須透過不
同政策，從全球吸引不同人才。
陳國基指出，所有入境計劃的目的都是

一樣，就是希望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幫助香
港社會經濟發展。他表示，入境處已派職員到英國及多
個歐洲國家做宣傳，「香港雖然生活成本高，但吸引力
在於法制健全、稅率低。我們會給予人才最大的方便，
幫助他們在香港落地生根。」他表示，入境處會繼續派
職員到其他國家作類似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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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去年多名反對派分子
被揭發收受「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的鉅額捐款，乃至發動歷時79天的違法「佔
中」行動及在背後推波助瀾，惹來廣大市民極大反
感。「反黑金關注組」繼早前分別在灣仔及荃灣設街
站收集市民「反黑金」簽名後，昨日續在美孚設街站
向市民揭發黎智英及一眾收受「黑金」的禍港者的惡
行，同時促請廉政公署加快對有關案件的調查進度，
履行肅貪倡廉的使命。
「反黑金關注組」成員昨日在美孚港鐵站外設街
站，向市民揭露「金主」黎智英的惡行。他們又向市
民派發黎智英近年的捐款摘要，及羅列反對派頭目如
陳日君、「佔中三丑」、陳方安生、李柱鉻、毛孟
靜、李卓人、梁國雄、陳偉業等人在「佔領」前後的
角色的單張。關注組批評有人常把民主掛在口邊，其
實是「說一套、做一套」，更反問「一日有黑金，民
主何來真？」
關注組成員指出，由「反國教」、鼓動「佔中」與
發動「鳩嗚」，再到政改方案被否決以至近日暴力干
預港大遴選副校長事件，在在都顯示出「黑金」早已
有規模、有系統地「一條龍」運作多時，違規捐款行
為摧毀了香港的法治基石，亦令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被

破壞、公義被剝削、智慧被踐踏、福祉被斷送。

蒐簽名促廉署查「佔金」
關注組召集人黃引祥表示，關注組及其他團體、人
士早在一年前已向廉署舉報，但至現在「佔領」結
束、政改討論完結，廉署仍無任何實質行動，故希望
收集簽名遞交予廉署，敦促他們抓緊時間，起訴有關
人等，而此前在灣仔及荃灣街站已合共收集了逾3,000
個簽名，關注組稍後會再到觀塘及大圍設街站，呼籲
廉署莫「歎慢板」，要將案件調查至「水落石出」為

止。

市民不滿反對派「黑金」亂港
市民鄭先生表示，不滿反對派人士不斷「搞搞
震」，更因為「佔中」事件導致不少學生被捕，禍
延下一代。他認為，爭取民主本身並無問題，但一
定要與中央政府理性溝通，希望廉署秉公辦理，並
呼籲反對派「回頭是岸」。謝太太亦不滿反對派與
「黑金政治」搞亂香港民生、經濟，令不少店舖、
食肆倒閉。

近20名旺角鳩嗚團成員，昨晚8
時借「鳩嗚300日」之名，在

旺角西洋菜南街的行人專用區舉行
街頭論壇。他們高舉「我要真普
選」、「堅持到底」及黃色雨傘，
成員輪流發言，講述過去一年的感
受。在場有不少市民圍觀，並有警
員在場攝錄搜證及維持秩序，氣氛
起初較為平和。

「美隊」揮港英旗煽「港獨」
不過反對違法「佔領」的忠義聯
盟成員石房有（阿Man）到場觀看
時，卻被「鳩嗚」分子「手指指」
及惡言相向，而阿Man就環抱雙手
未有理會。與此同時，在違法「佔
領」行動期間以「美國隊長」打扮
的容偉業，昨晚亦在場揮動港英旗
幟，企圖挑起「港獨」情緒。
論壇約在10時多結束，大批成員
由旺角西洋菜南街出發，沿砵蘭街
遊行至旺角警署示威，其間遊行隊
伍後方突然有人大喊「打人呀！」
及後發現一名白衣男子報稱被3名遊
行者打傷，示威者在亞皆老街鼓
譟。警方帶走3名遊行者及白衣男子
上警車調查。

一名女子同遭拳打眼角傷
有人趁亂搗亂，一名男子報稱被

參與「鳩嗚」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
發言人梁金成襲擊。該名男子頭破
血流，但神志清醒，梁金成遭警方
帶上警車，但梁金成稱「未曾觸碰
他」。另外，有一名女子同樣遭人
拳打，致令其眼角受傷，但不知對
方動機。
現場情況一片混亂，遊行隊伍

到達旺角警署後，大批示威者在
警署門外倒數，「紀念」違法
「佔領」行動一周年，並高舉橫
額及雨傘，情緒高漲。但在旺角
警署門外卻發生示威者內鬨鬧
劇，有本土派不滿鳩嗚團倒數
「慶祝」，上前指罵，雙方多次
爆粗。警方表示，昨晚共拘捕3男
1女。據悉，該名女子是去年違法
「佔領」行動期間，在政府總部
塗鴉的「粉筆少女」。
另外，旺角鳩嗚團打算今日下午2

時到旺角警署抗議，並打算在9月
26日晚上7時，再組團由旺角遊行
至尖沙咀碼頭，並到金鐘「紀念」
違法「佔領」行動一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違法「佔領」行動結束將滿一

年，有人卻蠢蠢欲動圖挑起事端。自去年旺角「佔領區」清

場後至今，每晚都有市民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以「鳩嗚」(取意

購物的普通話發音)為名，擾亂商戶及社會為實，讓一眾旺角

商戶及街坊敢怒不敢言。鳩嗚團昨晚借「鳩嗚300日」之名，

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街頭論壇，及後遊行至旺角警署，其

間與多名市民爆發衝突，有一名男子被遊行者襲擊至頭破血

流，更有一名女子遭人拳打，現場一度混亂。警方昨晚共拘

捕3男1女，當中包括梁金成(金金大師)涉打人被捕。另外，

更有遊行者在場揮動港英旗幟，宣揚「港獨」。

■謝太太不滿反對派與
「黑金」令不少店舖食
肆倒閉。 聶曉輝 攝

■鄭先生不滿「佔中」
事件禍延下一代。

聶曉輝 攝

◀容偉業昨晚在場揮動港英旗
幟，企圖挑起「港獨」情緒。

黃偉邦 攝

▲一名男子被遊行者襲擊至頭
破血流。 黃偉邦 攝

▶示威者發生內鬨鬧
劇，有本土派不滿鳩嗚
團倒數「慶祝」，上前
指罵，雙方多次爆粗。

黃偉邦 攝

■■「「反黑金關注組反黑金關注組」」昨在昨在
美孚設街站揭發禍港者的美孚設街站揭發禍港者的
惡行惡行。。 聶曉輝聶曉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