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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踏法官威信 衝擊法治基石

近日，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在「佔領行動」期間，從高處向
警員潑灑有味液體，被裁定襲警和拒捕罪成。曾的部分支持
者因不滿裁判官的判決而在庭內高呼「公義已死」，更有甚
者公開辱罵法官為「死狗官」，完全罔顧法庭莊嚴。
無疑，基本法及權利法案保障了港人的言論自由，任何一

位市民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伴隨自由而來的，是尊重他人及維持社會秩
序的義務。法官依據法律秉公判決，被告如不接受，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訴，要
求推翻判決或者減刑，其支持者也應該尊重司法程序，而不是把整個司法制度
和法官罵個狗血淋頭。須知，在神聖莊嚴的法庭內以侮辱性語言衝擊法官，不
但與法律賦予言論自由的原意相違背，更干犯了藐視法庭罪，隨時可被判刑。
就算是政治訴求，也絕不應該成為損害司法尊嚴的理由。
法治是本港社會核心價值，是民生安定、經濟繁榮、保障人權不可或缺的支
柱。為保香港法治，法官作為裁判者的權威性不容挑戰。若然社會助長踐踏法
官威信的歪風，則以法官為主的普通法制度便會土崩瓦解。尊重法治的最基本
條件，首先是維護司法獨立，是確保法庭能夠在不受干擾的情境下，嚴格按照
法律，秉公審理。香港作為一個文明且多元化的社會，大眾接受不同的意見表
達，但對激進而橫蠻的表達方式絕不妥協。若然被告對判決有任何不滿，大可
以在十四天內向高等法院上訴，一切司法程序以外的呼天搶地都是無補於事的
苦情戲。
要知道，法治與經濟一直是息息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一向以經

濟掛帥的香港絕不能失去法治這重要的核心基石。本港日後還有許多涉及「佔
領運動」的案件上庭，絕不容許法庭和法官成為語言和肢體暴力的攻擊對象，司
法機關在日後若面對同類事件應嚴肅處理，停止滋事分子繼續衝擊司法權威。

車灝華 東聯社會服務基金「律政新風」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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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周日，「城市論壇」討論國家的「本土」議題，「港
獨」分子黃台仰乘機又鼓吹「本土」，叫嚷「港獨」，遭到與
會市民的譴責。為此，我們想起張德江委員長5月視察香港
時，就香港人關注的有一小撮港青鼓吹「本土」和「港獨」言
行，作了準確的詮釋，包括：誰最尊重、關心本港的鄉土情
懷？鄉土情懷的含義是什麼？「港獨」和鄉土情懷有哪些根本
區別？從而肯定和尊重香港特有的鄉土生活習俗和文化，與煽
動「本土」的「港獨」謬論劃清了界線，並給予當頭棒喝！
誰最尊重、關心本港的鄉土情懷？是中央人民政府。張委員

長說：「第一句話：勿忘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當初，
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構想，解决歷史遺留的香港問
題，就是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
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委員長述說了中共十八大對香港、澳門規定的方針政策
和宗旨，都與鄧小平的構想一脈相承，堅守「一國两制」這個
初心。回歸19年來，香港能保持繁榮穩定，正是中央政府秉持
這個初心，更以基本法的法律規定守護這個初心。因此，香港
同胞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得到珍視和尊重，乃自鄧小平先生以
及中央政府初心的出發點和宗旨。這個初心，「港獨」分子並
未出世，今日也不是他們「發明」。
鄉土情懷和「本土」的含義是什麼？張德江也提「本土」，

但他詮釋是：「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之。我是東北
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在這裡，
本土和鄉土僅一字之差卻完全不同。其一，本土，英語曰local
或native，指本地、地域，是中性詞，並不包鄉情之意；而鄉
土，英語是home village或country，包含的是家和國，是「家
國」傾向很明確的詞滙。因此，「港獨」分子用「本土」並不
包含對香港情懷的珍惜和熱愛；唯鄉土情懷，才是香港原有生
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本質概括；其二，鄉土情也即家國情，我
是香港人，我愛香港，但我也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因為
香港「生」下來就與祖國不能分離，香港人與祖國親人血濃於
水不能分割。
古今中外名人，熱愛家鄉和祖國的名言舉不勝擧：
國既不國，家何能存？——楊靖宇將軍
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管子
熱愛自己的祖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德國詩人海涅
祖國更重於生命，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土地。——智利詩
人聶魯達
中國歷代詩人，都是將家和國的命運連在一起。杜甫因安史

之亂有家歸不得而哀歎「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因聞官
軍收復河南河北喜極而泣，「初聞涕淚滿衣裳」高呼「青春作
伴好還鄉」。《孟子．離婁上》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他把家和國以及本人連成一體，故家國即國家，身與家
國不能分割。
因此，「港獨」不是「本土」。張德江指：現在，有極少數

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打出「港獨」的旗號，這不
是「本土」問題，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這是否違
背了「一國兩制」的初心？這對香港是福還是禍？相信廣大香
港同胞是心中有數的。這個答案，香港人已了然於胸。9月立法
會選擧，摒棄「港獨」分子便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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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臨近 針對建制派的抹黑加劇
目前距離9月立法會選舉時間不遠，近日針對建制派的攻擊抹黑此起彼落。不

知來歷的facebook專頁「HA Secrets」日前又「發功」，指「保皇黨蚊怕水議

員」向醫院高層施壓，要求「特事特辦」讓懷孕太太轉至廣華醫院，並以「公院

價」享受私家頭等房服務，矛頭直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這個群組接二連

三、「巧合」地連續發佈所謂「醜聞」，不盡不實，造謠生事，令人懷疑這個群

組已淪為反對派的抹黑平台。就如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設立了大量的地

區以至屋苑群組，表面上是討論地區情況，但在選舉時就用作攻擊建制派候選

人。

「HA Secrets」群組表面上是討論一些醫院的「內
幕」消息，但近期卻淪為選舉抹黑平台，變成攻擊抹黑
建制派人士的基地。舉報者自稱有內幕消息，但連基本
資料也搞錯，令人懷疑這個在背後發帖的「藏鏡人」，
是否真的醫院中人，還是網上造謠打手？最明顯的例
子，該帖文暗示有人「透過向高層施壓」以每日100元安
排妻子入住「西九龍聯網著名產子醫院」頭等私家病房
分娩及檢查，「享受千億新抱貼身服務」。事實是，廣

華醫院的新聞負責人表示，該院自去年4月重建後，已取
消私家病房服務，收費標準一律按公眾病房每日100元。

「享受千億新抱貼身服務」一派胡言
該院產科設有極小量獨立病房，病房價錢與一般病房

同樣為每日100元，供主診醫生或病房護士認為有特殊
需要，如容易出現高危情況的產婦使用，而陳恒鑌太太
出現的「胎盤前置」屬高危情況。該院有唯一一間私家

頭等單人病房，每日收費5,610元，也不能選擇指定醫
生。這間病房在廣華醫院南翼11樓，陳恒鑌太太入住
的是東翼9樓產科病房內一間單人房。
由此可見，抹黑謠言瞬間破產。陳恒鑌太太入住的病
房及由顧問醫生跟進，完全是因應病情安全需要而作出
調整，並沒有所謂「特事特辦」；至於所謂「享受千億
新抱貼身服務」更是一派胡言，因為廣華醫院根本就沒
有私家症服務，其收費也是劃一的。這個「HA
Secrets」誰人都可以留言、誰人都可以回應，不論是醫
院內部人士還是街外人散播所謂的「內幕」消息，事實
都證明，有關指控純屬造謠抹黑。
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這個「HA Secrets」群組，
翻來覆去就是攻擊建制派人士，甚至進行「特務式」追
蹤，肆意侵犯他人私隱，卻沒有揭露任何反對派人士？
是反對派人士人格操守「比白紙更白」嗎？看看李卓
人、黃之鋒、梁國雄之流，再看看一些反對派人士過去
中飽私囊的行徑，就可以知道反對派人士也是其身不
正，也可以肯定他們在求診時有用過所謂「特權」，但
何以這個「HA Secrets」就如《蘋果日報》般總是選擇
性報道，只打建制派不批反對派？且在時機上又故意選

在立法會選舉前，而不是事件一發生就「爆料」？這反
映了什麼？反映所謂「爆料」是別有用心，反映這個
「HA Secrets」並非是一個單純的醫護群組，設立這個
群組的人是有意為之，以此作為選舉抹黑平台。

如《蘋果日報》般選擇性披露
事實上，這個「HA Secrets」誰人都可以留言、誰人

都可以回應，但問題是負責這個群組的人有什麼能力去
核實有關留言都是有根有據？如果他們並非另有所圖，
為什麼對於一些涉及他人私隱以及人身攻擊的留言，不
核實就可以直接發出？他們又有否篩走有關反對派人士
的「醜聞」？這些都令人質疑這個群組的公平性及獨立
性。有人或者會說，這個群組只是業界群組，不必反應
過大。但問題是，現在這個群組接二連三、「巧合」地
連續發佈所謂「醜聞」，一些更是造謠，這難免令人懷
疑這個群組已淪為反對派的造謠抹黑平台，就如在去年
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設立了大量的地區以至屋苑群
組，表面上是討論地區情況，交流消息，但在選舉時就
用作攻擊建制派候選人，這個「HA Secrets」根本是一
個有政治目的的抹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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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香港競爭力的結構性問題

經濟發展委員會會展
及旅遊工作小組召集人
蘇澤光，在報章撰文談
他領導的工作小組所提
出的一些改善香港旅遊

業的建議，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近一兩年
來，香港傳媒評論版的文章幾乎只談政治不
談經濟，偶爾也談民生，但全部是呼籲政府
多派錢的建議。香港經濟正在走下坡，如何
自救？傳媒似乎興趣不大。或者說，多數評
論員也沒有興趣談了，人人以政治鬥爭為己
任。
還是鄧小平的老話：「發展是硬道理」。
經濟發展上不去，民生變成空談，就會衍生
更多社會矛盾。
今日香港的經濟問題，一部分是基於經濟
景氣循環所致，另一部分是結構性問題。全
球經濟不景氣，香港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

自然受影響，這是經濟循環所導致。不過，
正如蘇澤光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以往香港
過於依賴「購物天堂」的優勢，「購物天
堂」的優勢全因匯率的改變而改變。港元匯
率走強，「購物天堂」的優勢就下降。今日
更多香港人不在香港購物而到日本購物，理
由就是日圓貶值。因此，可以說，過於依賴
「購物天堂」優勢的旅遊業，已經成為影響
香港旅遊業競爭力的結構性問題，要設法改
變。
除旅遊業外，香港另一個經濟支柱是金融

業。自從多年前中國內地第一隻股票青島啤
酒到香港上市之後，香港金融業也就有依賴
內地的趨勢。今日恒生指數成份股有一半來
自內地，香港上市企業只有5%非來自大中華
地區。反觀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在新加
坡股市上市的國家非常多，包括多個東南亞
國家、南亞國家、東亞國家……新加坡本土

企業在新加坡交易所所佔的比例不足一半，
國際化非常成功。新加坡貨幣市場的規模更
是香港的許多倍。貨幣市場的交易者當然不
是一般散戶，而是國際投資者，這說明新加
坡的金融業比香港更國際化。新加坡也很努
力地在開展人民幣結算中心的工作，是世界
上第三大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這也是香港
金融業面對的競爭性問題，香港的人民幣業
務需要進一步發展。
香港另一個經濟支柱——物流業同樣有結

構性的問題。問題就是香港物流業基建發展
政治化，有人反對一切發展。香港周邊的地
區的機場早已建好或在建更多的跑道，香港
第三跑道則仍未動工。
專業服務更糟糕，保護主義使到醫生嚴重

不足，其他多種專業服務的保護主義也同樣
嚴重，不能吸引大量海外的人才前來服務，
也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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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博士

華盛頓因深陷「錢荒」爭吵不休

正當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多個國際場合無
端指責中國的同時，五角大樓、白宮和國會
山的議員卻因深陷「錢荒」而爭吵不休。
F-22戰機是美國多家公司聯合研製的五代戰
機，隱身性能「佳」、靈敏性好、感知力
強，具空對空和空對地作戰能力，自稱是
「天下第一」的最佳戰機， F-22製造成本超
過2.5億美元（波音737的價格為9,000萬美
元），蘇聯解體，中國五代戰機尚未面世，
F-22找不到對手，生產187架後終止生產。
但隨俄羅斯蘇-35問世、中國殲-20亮相，
F-22不僅失去「天下第一」的王冠，甚至可
能被「一擊即中」。美國空軍近期急匆匆要
求重開F-22生產線。

重開生產線需巨額投入
從理論上講，華盛頓不必為重開F-22生產
線爭拗，重新生產有助美國在世界範圍的控
制力，華盛頓擁有全球最大的印鈔機，不必
考慮錢的問題。美國幾十年來利用其美元印
刷機大量印刷，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危
機，也讓中情局有足夠資源顛覆他國政府。

但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已經吸取了教訓，高
度警惕美元走向，白宮如果仍然無休止的印
刷，必然導致美元大崩盤。殘酷的現實逼迫
華盛頓變得「膽小」，不敢大量印刷美元。
華盛頓於是上演了是否重開F-22的爭拗，爭
拗的緣由是因為仍然深陷「錢荒」。
美國《空軍時報》近期發文披露，美國

參議院要求空軍「務實評估」重開F-22戰
鬥機生產線可能需要的資金。美國空軍的
F-22戰鬥機最初計劃生產800架，但由於多
種原因僅生產187架就停產。在蘇-35服役
和中國殲-20亮相等消息的刺激下，五角大
樓變得煩躁不安，於是極力游說國會重開
F-22生產線。五角大樓有一個不成文的習
慣，就是當美國出現「財困」，想消減軍
費之時，會通過《空軍時報》、《防務新
聞》等全力開動，渲染「中國威脅」。但
由於長期使用，「狼來了」已經產生了
「抗藥性」。
重開F-22生產線，需要巨額資金投入，而
印鈔機又不能肆意開動，於是五角大樓和國
會議員就展開火藥味極濃的「爭拗」。美國

空軍嚇唬稱，如果不重開F-22生產線，將無
法應對俄羅斯蘇-35和中國的殲-20的挑戰。
國會議員則認為，F-22雖然先進，但畢竟是
上世紀80年代產品，隨電子技術的突飛猛
進，根本無先進可言，重開需要花費大量資
金更新生產線，甚至可能需要作全面改進，
國家拿不出那麼多錢。況且，只要不和俄羅
斯、中國開戰，就沒有必要重「燒錢」生產
線。

最貴戰機或者不堪一擊
針鋒相對的角力，已經讓美國財政部、工

商界、教育部門等一齊加入大混戰，因為他
們同樣缺錢，同樣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威
脅。F-22戰鬥機，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戰鬥
機。美國現在的債務是20萬億美元，且每年
以1.5萬億美元的速度遞增。目前，華盛頓每
年需要為20萬億美元的巨額債務支付利息超
過6,500億美元，比香港GDP（2015年香港
GDP為3,099億美元）的兩倍還要多。美國
軍事專家風雲榜認為，只要不和中國、俄羅
斯開戰，昂貴的F-22根本無作用。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日推遲消費稅改革挫敗「安倍經濟學」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將原定於
明年4月將消費稅上調10%的計劃推遲兩年
半實施，並且準備於今年秋天推出龐大的財
政刺激計劃，計劃規模高達5萬億至10萬億
日圓。
這意味「安倍經濟學」的失敗。
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有三：寬鬆的貨幣政
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從日本經
濟的困境而言，「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
箭」算是找到了長期困擾日本經濟停滯的痛
點。但是寬鬆的貨幣政策，甚至通過負利率刺
激經濟的方式，並不能使日本達到核心通脹率
2%的目標，以通脹治通縮的目的並未達到。
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日本債務規模擴大，債務佔
比GDP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內基礎設施建
設已經飽和，產能和基礎設施資本輸出也面臨
來自中國更系統化的戰略競爭。1985年「廣
場協議」帶來日本的滯漲困擾，已經形成沉疴
痼疾，「安倍經濟學」的「三箭」很難穿透這
些結構性矛盾的堅冰。
消費稅改革延遲，或者說中止，則使安倍
政府的調結構改革陷入困頓。2014年4月，
正是「安倍經濟學」春風得意之時，日本政

府將消費稅從5%上調至8%。此舉有助於涵
養政府財源，但負面效應也是顯然的，導致
日本內需市場萎縮。加之日本政府加速日圓
貶值以提高通脹率，也使日本民眾收入實質
性減少，疊加消費稅提高，降低了日本民眾
的消費信心。隨後兩年，提高消費稅成為安
倍政府的禁忌，現在安倍政府再次推遲提高
消費稅。其中釋放的信號是顯然的，消費稅
改革已經遇到大麻煩。日本基於增加財源、
在2020財年之前實現財政預算扭虧為盈的目
標難以實現。
更麻煩是日本寬鬆貨幣政策的進退維谷。

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突然實施負利率政策，
但結果卻是日圓兌美元逆勢上升。這種不合
邏輯的市場異象，讓日本央行陷入了困頓。
更意料不到的是，當市場預期日本央行採取
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時，日本央行隨後卻維持
原來的貨幣政策，這導致了日圓的再次上
漲。消費稅改革推遲到2019年後，日圓還是
呈現漲勢。
日圓的上漲和「安倍經濟學」推動日圓貶
值、以通脹刺激逆轉通縮的目標出現了差異。
對此，在5月中旬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

長麻生太郎認為日圓升值存在炒作因素，需
要進行政策干預。但是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則
發出警告，認為日元匯率是「有序」的。這次
會議的公佈和隨後G7峰會的會議公報均發出
了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警告。
美聯儲的加息預期，使美元存在升值壓

力，亟需堅挺的日圓來緩釋。因而，對於日
圓隨後可能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並不
樂意。值得一提的是，「安倍經濟學」初期
的貶值政策成效，是以爭搶中韓兩國的出口
市場實現的。但隨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
日圓貶值的策略不再奏效。主要經濟體中，
漸趨形成了美元和人民幣貨幣政策相對穩定
但日圓、歐元貨幣政策持續放水的局面。隨
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美國對於競爭
性貶值的擔憂開始鎖定日本。
「安倍經濟學」並無更好的突圍之策。雖
然「安倍經濟學」抓住了提高通脹率的關鍵
點，但就現實觀之，日本政府積極的貨幣政
策和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之間存在衝
突。而且很難動用其他的政策工具去緩解這
種矛盾，故而日本推遲消費稅改革，凸顯
「安倍經濟學」改革之路越走越窄。

張敬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