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9月4日舉行，相關
選舉日期公告將在明日刊憲。鼓吹暴力抗爭的「本土
派」迅速冒起，反對派內鬥白熱化，傳統反對派長期姑
息縱容激進派，養虎為患，自作自受。建制派作為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必須充分估計9月立法會選
舉的困難和複雜性，未雨綢繆，加強協調，迎難而上，
壯大建設力量，為香港發展保駕護航。

經過去年區議會選舉，以及剛結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激進「本土派」得到的支持令坊間驚醒。激進「本
土派」的代表自鳴得意，認為他們主張的激進抗爭策略
獲選民認同，年輕「首投族」多有支持者，足以與傳統
反對派、建制派「三分天下」。固然，此次補選激進
「本土派」的得票超出多方預期，但補選的選舉辦法和
競爭激烈程度，與 9 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並不能相提並
論，屆時選民的投票取向，還需拭目以待。主張「抗爭
無底線」的激進「本土派」不斷坐大，暴力勢將變本加
厲，廣大選民不能不提高警惕。

經過本次補選，激進「本土派」自視羽翼已豐，翅膀
夠硬，正野心勃勃謀求在全港5大選區都各取一席。激
進「本土派」全力擴張政治版圖，傳統反對派受到的挑
戰首當其衝。激進「本土派」已事先張揚，不僅不會與
傳統反對派協調，更矢言狙擊傳統反對派。「本土派」
要在 5 大選區全面出擊，甚至突圍而出，單靠小眾的
「首投族」及激進選民是不夠的，鑒於建制派、中間溫
和選民很難支持他們，激進「本土派」的最有效選擇，
是不擇手段地搶傳統反對派的票。可以預見，由現在開
始，激進「本土派」必然加大力度攻擊傳統反對派，形
容傳統反對派「和理非非」的主張過時脫節，甚至又搬

出2010年政改的妥協，作為羞辱傳統反對派的鐵證。可
以預料，激進「本土派」勢必得勢不饒人，挾着補選的
餘勢，迫不及待開動選舉機器，擺明車馬搶奪傳統反對
派的票源，期望在9月的選舉盡取議席。

傳統反對派落得今日被動挨打的局面，完全是咎由自
取。他們一向對激進派採取放縱姑息，自己又「言傳身
教」，從有人在立法會內掟蕉、掟杯，粗言穢語，發展
到包圍衝擊立法會，實施癱瘓香港79天的「佔中」，甚
至連今年令人震驚的旺角暴亂，把尊重法治民主掛在口
邊的傳統反對派，從來都是輕輕放過，從不譴責阻止，
更遑論要求依法嚴懲，更多時候是砌詞狡辯，把衝突、
暴亂的根源歸咎於政府、建制派，為激進派開脫罪責。

從現實表現看，傳統反對派與激進派同聲同氣，不停
拉布，製造流會，示範議會暴力，在客觀上助長了激進
派的囂張氣焰，結果是激進派持續膨脹，反過來裹挾傳
統反對派。傳統反對派雖然在議席上仍佔據優勢，在重
大議題上卻一再被激進派綑綁騎劫，只能唯激進派馬首
是瞻，政改方案、版權修訂條例莫不如是。但現實結果
是，傳統反對派討好激進派得不償失，既得不到激進選
民的歡心，搶不到票，反令支持自己的中間溫和選民大
失所望，不斷流失，聲勢每下愈況。

傳統反對派與激進派力量此消彼長，反對派為謀取選
舉利益而碎片化，難免給香港安穩帶來更多不明朗因
素。香港未來局勢的發展，更加有賴建制派的團結合
作。當此關鍵時刻，建制派更有必要以社會整體利益為
重，做好9月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和協調，爭取更多選民
支持，壯大建制派陣營，凝聚起更強的護法治、反暴力
力量，發揮穩定社會的中堅作用。

反對派養虎為患 建制派團結克難
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政府的信用評級

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近
期，國際看空中國經濟的論調此起彼
落，但「唱衰」中國經濟的說法，都缺
乏事實基礎，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儘管
中國經濟面對暫時困難，但硬陸的預
言從未成真，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良
好，足以支撐中高速增長。隨新一輪
改革的不斷深化，經濟體量的持續擴
大，中國財政的穩健度將有增無減。投
資者應該以發展和信任的眼光看待中國
經濟在新常態下出現的波動，堅定對中
國經濟持續向好的信心。

穆迪的降級支撐點，主要基於中國
財政狀況弱化，政府債務不斷上升；
同時資本外流導致儲備持續下降等。
然而上述理據過於片面，有「一葉障
目」之嫌。中國政府的債務水平有所
升高，目的在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
點，並非毫無產出的壞賬投資；另外
單論赤字率，2015 年中國財政赤字率
僅為 2.3%，遠未觸及國際上公認的財
政危險水平；況且當下中國的外匯儲
備佔 GDP 比重高達 32%，整體的資產
體量更是龐大。換言之，中國政府的
償債能力遠高於許多西方主要經濟
體，可信度也高得多。穆迪只看中國
政府負債的一面，卻不全面綜合評價

中國的經濟實力，由此作出主權信用
降級的評級，是誤讀誤判，還是刻意
為之，只有穆迪自己知道，但對穆迪
的權威性和可信性，卻造成不可估計
的損害。

一直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在信用諮詢
市場佔據壟斷地位，利用信用評級對西
方國家與其他經濟體進行有區別的褒
貶，人為製造「融資剪刀差」，這從一
個側面解釋了何以一些海外評級機構樂
此不疲地看空中國。實際上，無論中國
財政情況，還是整體經濟，都沒有出現
發生根本逆轉的因素和客觀條件。相
反，中國通過施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
健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為整體經濟
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至於眼下中國部分經濟指標的短期震
盪，可視為經濟轉型進入「深水區」的
「陣痛」。投資者只要能夠充分認識處
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特徵，自然能夠堅
定信心，對市場上的高低起伏保持理性
態度，審慎應對資本市場的挑戰。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中國經濟正從高
速擴張向追究質量方向邁進，新的經濟
增長動力正在形成。只要摒棄雜音，一
心一意推進改革，中國經濟自然能在世
界經濟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繼續令全
世界共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

唱衰中國經濟經不起事實考驗

版權例狂「點」18次
反對派拉上癮 會議嘥4粒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早前表明，如

果在本星期的兩日半會議內仍未能通過《2014年版權條例

（修訂）草案》，將會「作罷」，立法會大會昨日下午繼續

審議草案，反對派一如所料，存心虛耗議會時間，透過瘋狂

點算法定人數進行拉布，令全日點人次數多達18次，浪費

超過3個半小時時間，會議進度嚴重受阻。會議於晚上8時

結束，今早9時再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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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反對派繼續
施展拉布伎倆，剛宣誓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公民黨楊
岳橋已急不及待加入拉布，一開始審議即提出點人
數，阻礙會議進行。

宣誓即死拉 否認怕網民跪低
楊岳橋在發言時更宣稱，尊重香港大律師公會從法律角度提出

的意見，但議事堂上就是要「處理政治」。明示在這問題上，身
為大律師的楊岳橋根本不是從法律專業，而是從「民粹」出發。

大會昨日首個議程是由楊岳橋作非宗教式宣誓，成為立法會議

員。立法會大會在下午2時半一開始恢復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時，首天上任的他即向主席提出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加入阻礙政
府施政的拉布行列。他在會議廳外聲稱，自己提出點算人數，是
團隊行動的一部分。

楊岳橋其後在辯論中發言宣稱，贊同其他反對派議員提出的、
在條例內引入禁止合約凌駕性條文，又稱修正案的做法帶有「前
瞻性」和「視野」，更「清楚地」向市民闡述版權作品用家的權
利。一旦沒有修正案，版權持有人就可向用家提出民事索償，令
用家如網民或要面對訴訟。

他又否認是次反對派倡議這項修正案是因網民「吹雞」而跪
低。他稱，在目前網絡如此普及下，網民其實就是市民，市民有
憂慮，議員的責任就是捍衛他們的權益，法律不是要追落後，而
是站在時代的前面，特別當條例涉及網絡世界，創作自由更要超
越時代，才能提供最佳環境和廣闊空間。

口講「尊重」法律擺兩邊
不過，在提到大律師公會認為條例對本港有利，應盡快通過

時，楊岳橋只稱「絕對尊重」公會的意見，但就聲稱律師「只是
從法律角度提出意見」，但在議事堂是處理政治，減輕市民的擔
心和憂慮，又聲稱香港應有「勇氣」和「視野」，在法律層面走
在時代的尖端。 其發言只用了逾9分鐘。 ■記者 文森

立法會大會昨日早上11點開始，先處
理6條口頭質詢及3條法案首讀及二

讀，之後再處理處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的版權條例修訂草案。
議員於下午約2時半開始，就版權豁免
加入限制合約凌駕性條文的修訂進行辯
論。

楊岳橋先「點」陳志全擬提休會
不過反對派繼續採取拉布伎倆，希望能
拖垮法案。開始審議不足一分鐘，第一個
要求點人數的是新上任的公民黨楊岳橋，
其他反對派議員接力，要求點人數的還包
括「人民力量」陳志全和陳偉業，以及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等，全日合計點人
次數達18次，以每次需等候12分鐘計算，
單是等候時間已花費最少逾3個半小時。
陳志全在會上稱，將會提出休會待續，
認為既然已用了這麼多時間，也未能處理
分歧，倒不如放棄，處理其他事項，且政
府也說緊接着有很多法案等待處理。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也認為，既然反對派
繼續拉布，政府倒不如提早結束審議。不
過工聯會王國興指，這會讓人覺得政府不
負責任，未盡全力爭取。如果反對派議員
不作阻撓，其實是有機會通過。
新民黨議員田北辰則表明，反對限制合
約凌駕性，批評點人數的議員雖只佔少

數，但不出席會議的議員同樣是幫兇。

批公民黨不守信 為選票害港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發言時，狠批公民黨
不守信用，指當年公民黨曾說如條例加入
豁免條款，該黨會支持法案，可是現在條
例已加入豁免，卻反口不支持，反問公民
黨究竟是「冇記憶？冇信用？貪得無厭？
實在莫名其妙！」他又直斥反對派現時的
做法，是為博選票犧牲香港利益。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亦直指公民黨「政治上理虧就講法律、法
律上理虧則講政治」，認為大律師公會內
有公認的知識產權專家，不是一般大律
師，他們的意見非常值得參考。
晚上8時，審議仍未完成，主席曾鈺成
宣佈結束會議，今早9時再開會。立法會
今明兩日共有15小時開會審議草案。而陳
志全至昨日會議結束前，並未提出休會待
續。

蘇錦樑冀通過：勿罔顧港利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會後表
示，昨日進展仍然緩慢，他再次批評反對
派議員點算人數和拉布浪費時間，認為市
民眼睛雪亮，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放棄其
責任，罔顧香港利益，冀他們支持通過草
案，令香港與國際接軌。

大律師會駁「鍵戰」謬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網民組織
「鍵盤戰線」早前撰文，質疑香港大律師
公會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提出的立場書有
多點矛盾，大律師公會近日罕有地逐點反
駁，冀以正視聽、釐清謬誤，又希望各方
放棄對立，以務實與互諒互讓態度去研究
可行方案，讓香港的版權法能邁進「遲來
的一步」。

籲棄對立抗爭 保障商品報酬
大律師公會轄下知識產權委員會於上月
底，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發表立場書後，
「鍵盤戰線」即批評相關內容「有誤」，
無助討論。公會近日再發表聲明，詳細解
釋「鍵盤戰線」有關「法例凌駕合約條
款」、「知識產權與財產權」、「公平處
理與公平使用」、「個人用戶衍生豁
免」、「共享創意」及「刑事責任」共6
個範疇的錯誤理解，希望讓公眾在正確資

訊的基礎上，更理性、更準確地討論。
公會強調，法例保障就是讓版權擁有人，

特別是商業成功作品，得到公平合理的報酬，
但其中有不少方面需再作討論，例如應否把
版權擁有人的控制權進一步收窄；一旦控制
權被收窄，如何保障版權價值不受損害；放
寬豁免後會否製造漏洞，讓不法之徒借二次
創作為名而肆意侵權等。
由於有關問題對版權擁有人和二次創作

人同樣是切身問題，公會呼籲各方在思考
時，能夠易地而處，捨棄對立抗爭的姿
態，以務實與互諒互讓的態度，研究出公
平、互利而可行的方案。
針對有人憂慮版權修訂草案有太多「灰

色地帶」，公會認為，如新法例能清晰界
定豁免用途，再加以適度彈性的公平值評
估，讓法律界及業界累積判斷經驗後，再
作優化，在現階段對香港而言，更勝於全
面採納開放式的公平值評估。

舊建議當新 蘇錦樑批荒謬
公民黨與公共專業聯盟早前就版權條例修

訂草案提出「有限度公平使用」方案，昨午
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會面，商討
方案的可行性，但未能取得進展。蘇錦樑

指，這個方案首先由他提出，曾嘗試爭取共識而未能成功，批評
議員將此當作新方案是荒謬，重申先通過有迫切性修訂是最好方
法，希望反對派議員回頭是岸通過草案。

斥遭綁架盲拉 不通過全港輸
公共專業聯盟議員會計界梁繼昌、資訊科技界莫乃光，及公民黨

法律界郭榮鏗昨日與蘇錦樑開會，商討在草案引入「有限度公平使
用」條款。郭榮鏗會後對版權擁有人拒絕讓步感到可惜，指他們已
經行出一步，只需要版權擁有人行出另一步，大家就可達成共識，
可是局方及版權擁有人代表卻不肯退讓。政治現實就是版權條例將
難獲通過。

蘇錦樑在會後坦言方案不可行，直指反對派議員不應該被一些
激進議員綁架，偏向一邊，無視程序公義，又指盲目地拉布對大
家無益處，因條例草案不能通過，全部人都輸，如能通過，大家
都贏。
就反對派早前提出3項修訂，若不通過就不會支持條例草案，其

後又提出此建議，稱若政府願意接納，可不用理會早前的3項修訂。
蘇錦樑直指此「以一換三」的做法，是利用舊概念扮新修訂，且此
方案首先由他提出，曾經嘗試用來爭取業界和網民之間的共識但未
能成功，批評議員將此當作新方案提出是「好荒謬」。
他又表示，現時難以再就新建議重新諮詢版權擁有人和網民代
表，又稱已盡最大努力協助雙方尋求共識，不可能在沒有共識的
情況下，單方面提出方案，「夾硬要人接受」。
蘇錦樑重申，一旦草案未能在明天前獲通過，政府將撤回修

訂，屆時香港的版權法將未能符合國際法例要求，令香港難和國
際接軌，故有迫切性要先通過修訂。 ■記者 文森

初登場玩「老點」楊岳橋「拉布怪」

■楊岳橋
剛宣誓成
為立法會
議員，已
急不及待
拉布。
劉國權攝

■■立法會大會昨日下午繼續審議草立法會大會昨日下午繼續審議草
案案，，反對派一如所料反對派一如所料，，存心虛耗議會存心虛耗議會
時間時間，，會議進度嚴重受阻會議進度嚴重受阻。。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蘇錦樑蘇錦樑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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