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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倒香港米 反「港獨」是維護港人福祉
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社會穩定人民受益，動亂必定會帶來危害，這是中國千百
年的古訓。「港獨」是香港社會的毒瘤。如果任由「港獨」歪風蔓延，讓「港獨」分子堂而
皇之參選進入立法會，利用立法會推動「港獨」，勢必嚴重衝擊「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繁
榮穩定，「倒香港米」，受害的只會是 700 萬市民。台灣因「台獨」造成經濟沉淪、社會撕
裂、民生困頓的現實已是前車之鑒，香港絕不可重蹈台灣亂局。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但也
是一個法治社會。多名「港獨」分子被判定選舉提名無效，有人以「刀片信」恐嚇選舉主
任，為法治社會所不容，港人絕對不能接受，執法當局理應嚴肅追究。中央堅定反「港
獨」，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也是要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保障港人安居樂
業。香港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廣大市民應該維護自己的家園，用手上的選票反「港
獨」，將立法會選舉變成反「港獨」的平台。
基本法在序言中開宗明義表明，國家在香港實行「一國
兩制」，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也是要保
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也是中央通過基本法作出的莊嚴
承諾和必須承擔的憲制責任。要捍衛「一國兩制」，維護
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就絕不能讓鼓吹「分離」、「港
獨」的人參選立法會，更不能讓其進入立法會。這是攸
關港人福祉的大是大非問題，半點不能含糊。

「港獨」禍及經濟民生
香港與內地經濟一衣帶水，密不可分。一直以來，香

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鞏固和發展，主要得益
於背靠祖國的區位優勢和中央對港的全力支持。香港經
濟離開國家，將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港獨」勢力
挑戰國家主權，破壞兩地感情，製造社會對立，掀起
「排內」歪風，必將破壞兩地經濟合作。離開了國家這
個堅強後盾，香港不可能有穩定的經濟發展，來之不易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貿易、旅遊、航運、專業服務等
經濟支柱也將遭到重創，試問 700 萬市民的生計還如何
保障？「港獨」是香港社會的毒瘤，如果對「港獨」歪
風坐視不理，任由「港獨」分子「倒香港米」，必將香

港引向極為危險的境地，損害700萬市民的生計。
港人一向重視社會和諧穩定。「港獨」挑戰「一國兩
制」，鼓吹「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分化港人與內地同
胞骨肉相連的關係，更揚言要在香港「搞革命」。如果
任由「港獨」歪風蔓延，必將加劇社會撕裂動盪，惡化
政治生態，令香港社會陷入無休無止的政治惡鬥。前年
79日的違法「佔中」，今年大年初一晚的「旺角暴亂」
等事件已經充分說明，「港獨」勢力冒起，煽動仇恨對
立，製造街頭暴亂，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的和諧安定。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香港是經濟城市，需要持續的
經濟動力去支持各種福利服務，包括醫療、社福、教育
等民生政策。「港獨」衝擊社會穩定，破壞香港經濟，
民生勢必遭殃。更重要的是，香港的食水、副食品以至
電力等生活必需品，都要依靠內地供應，「港獨」製造
兩地對立，港人的日常生活都會受到衝擊。

支持選舉主任依法辦事 法治不容威嚇
特區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
必須簽署確認書，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
行政區。這個要求不但於法有據，而且更向社會傳遞一
個明確信息：就是「港獨」分子絕不能進入立法會。
《立法會條例》明確規定，獲提名的候選人必須簽署示
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
「港獨」分子否定和違反上述規定，就不具備出任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於 2006 年成立
5 所研發中心，以推動和統籌
選定科技範疇內的應用研
發。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
雄昨日到訪其中的納米及先
進材料研發院、香港應用科
技研究院，以及香港科技園
公司。他觀看了納米及先進
材料商品的原型產品，又參
觀了最新網絡安全技術的示
範。楊偉雄強調，特區政府
會繼續支持各研發中心的運
作，加強支援研發成果實踐
化及商品化。

訪納米研發院應科院科技園
楊偉雄昨首先到納米及先進材料研
發院，由行政總裁余宏德陪同參觀實
驗室。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進行及
支持市場主導的納米技術和先進材料
研發工作，並致力達至技術商品化。
他觀看了納米及先進材料商品的原
型產品，包括採用納米纖維技術的智
能口罩、應用柔性電池技術的智能手
錶充電錶帶、利用鋰離子電池技術的
極端溫度電池和用於新一代照明的創
新材料。
訪問第二站為獲政府指定為資訊及
通訊科技研發中心的應用科技研究
院，主力發展金融科技、智能製造、
下一代通訊網絡、醫療健康和智慧城
市 5 個應用範疇。楊偉雄在應科院董
事局主席王明鑫和行政總裁湯復基陪
同下，參觀了網絡安全研究所、網絡
安全研究與培訓中心和新一代通訊網
絡研究所，觀看應科院的最新技術示
範。
楊偉雄說：「研發中心是政府推動

■楊偉雄昨到訪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應科院和科技園公司。
創新及科技的主要執行機關，在凝聚
『官產學研』各方進行科技合作方面
擔當重要角色。政府會繼續支持各研
發中心的運作，加強支援研發成果實
踐化及商品化。」
楊偉雄昨日下午到科技園公司，在
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陪同下，聽取行
政總裁黃克強介紹科技園公司的最新
發展。他們隨後在香港科學園參觀
Hong Kong Cyclotron Laboratories
Limited 及 艾 睿 電 子 技 術 應 用 工 作
間。Hong Kong Cyclotron Laboratories Limited 從事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
（PET）放射性藥物生產。艾睿電子
技術應用工作間今年在香港科學園開
幕，配備最先進的工程設備及測試工
具，為科技初創企業及中小企提供專
業意見和指導。

合力推動有優勢創科業
楊偉雄還探訪了科技園公司培育的
公司，這些公司專注不同範疇，包括
研究擴增實境、設計及發展互動商業
應用程式及提供分析技術等。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果任
由「港獨」歪風蔓延，衝擊「一國兩制」，必然導致社
會動盪，民生經濟凋敝，等同「倒香港米」，受害的只
會是700萬市民。
香港是 700 萬人安身立命的家園，港人不支持「港
獨」，亦反對破壞「一國」的行為。因為「港獨」只會
損害市民利益，斷送香港前途。中央堅決反「港獨」，
出發點既是為了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更是為了港
人的福祉想。廣大市民都應該維護自己的家園，遏止
「港獨」蔓延，用好手上選票，支持反「港獨」、捍衛
「一國兩制」的候選人，將立法會選舉變成反「港獨」
的平台。

創新科技的應用，影響了所有
4BZ 人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創新及

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近日趁第三
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之
際，在其網誌撰文，指各國運動代表都借助創新科
技，令運動員在比賽中發揮最高水準，香港也不遑多
讓，包括利用科技為香港賽艇隊製造出高性能賽艇
服，以及為運動教練設計電子程式，將複雜的球賽策
略融入平板電腦上的簡易動畫，令球員和教練能在比
賽中作出即時對策。

特製運動服助港隊奪佳績

鍾偉強在網誌中表示，香港在有助運動員發展的科
技範疇不遺餘力，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HKRITA）、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和香港
體育學院，就利用科技為香港賽艇隊製造出高性能賽
艇服，使運動員能更佳應付訓練或比賽時的天氣。特
製的運動服協助港隊於 2014 年仁川亞運奪得 1 金 4 銀的
佳績。
他續說，HKRITA 也使用織物觸感測試儀設計單車
及賽跑運動服，提升了運動員表現，又根據物理力學
和應用人體學改良了劍擊運動鞋的設計，提供足夠的
足部緩衝，提升舒適度，減少運動員受傷的風險。滑
浪風帆運動員也利用動作分析 （Motion Analysis）技
術 ，以分析數據，調整風帆和協調性動作與姿勢，提
升比賽的表現。
鍾偉強特別提到香港初創企業 Coachbase：該公司曾
入選 Nike 和矽谷 Techstars 合辦的加速器，為運動教練
設計電子程式，將複雜的球賽策略融入平板電腦上的
簡易動畫，令球員和教練能在比賽中作出即時對策。
香港足球隊也使用類似的流動程式戰術板加強隊員合
作和策略協調，連一些美國 NBA 籃球隊也對這個程式
表示興趣。
他表示，由此可見，創科能有效協助運動發展，提
升世界體壇的水平。其實，大家現時在市場上已能買
到一些提升運動表現的穿戴式裝置，以數據配合不同
方案改善運動技能。本港創科產業可以考慮運用物聯網及大數
據，發展新一代與運動和健康有關的科技產品或服務，令市民
在運動上得到更大的樂趣。
■記者 鄭治祖

■楊偉雄稱政府會繼續支持各研發中心的運作，加強支援研發成果實踐化及
商品化。
科技園公司成立十多年以來，為香
港的創新及科技生態圈奠下穩固的發
展基礎。
他說：「為實現以創科帶動經濟發
展的目標，我們會與科技園公司緊密

戴耀廷「聰明選民」侮辱選民挑戰法律
戴耀廷早前提出「雷動計劃」，目
標是令「非建制派」在本屆立法會選
舉協調取得更多議席，但因反對派狗
咬狗骨協調不成而告吹。戴耀廷仍未
死心，於是提出所謂「聰明選民」計
劃。說白了，所謂「聰明選民」就是
要一些選民變身木偶，聽從擺佈，任
由戴耀廷要他們投東就投東，投西就投西，以爭取各
區的最後一席。顯然，計劃名為「聰明選民」，實際
是將選民當傀儡棋子，不讓他們有獨立意志，而要配
合戴耀廷的所謂策略性投票。整個計劃不但侮辱選
民，而且公然挑戰法律，違反了選舉活動指引，更可

將立法會選舉變成反「港獨」平台

創科助體育發展 減健兒受傷風險

楊偉雄訪研發中心
強調力挺官產學研

會議員的基本條件，當然也就不具備參
選立法會的資格。選舉主任無懼「港
獨」分子的壓力，依法將多名「港獨」
分子摒除在參選門外，忠於職守、依法
辦事的表現理應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是一個自由社
會，但也是一個法治社會。有人以「刀
林建岳
片信」、網上的粗言穢語等方式去恐嚇
選舉主任，有關行徑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香港
人絕對不能接受，執法當局理應嚴肅追究。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能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其所舉辦
的活動，涉嫌違法為候選人招致選舉開支，當局理應
追究。不過，今屆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內部競爭激烈，
一些小黨搞不好隨時亡黨收場，誰人又會將身家性命
交給戴耀廷呢？
戴耀廷賣力推動的「雷動計劃」，搞了幾個月仍然
「雷打不動」，權力慾作祟的戴耀廷似乎未有收手之
意，近日大力宣揚其「聰明選民」計劃，揚言透過手
機應用程式進行「雷動聲納」互動民調，讓市民作出
策略性投票云云。「聰明選民」本質上就是一種配
票，由戴耀廷儼如反對派盟主般，把票數「分配」予
不同參選名單，以爭取最多議席，其潛台詞就是把選

合作，協助推動及宣傳香港有優勢的
創新及科技領域，例如機械人技術、
健康老齡化及智慧城市三大跨科研領
域的應用平台，以促進創新產品的科
技整合。」

民當成傀儡，成為戴耀廷的扯線公仔。
從選舉倫理看，投票是選民自主行為，也受法律保
障，絕不容他人左右。現在戴耀廷卻要侵奪選民的選
擇權，公然收取選民的個人資料，要他們聽從其指
揮。「聰明選民」的名稱本身已經大有問題，為什麼
自甘成為戴耀廷扯線公仔的就是「聰明選民」，根據
自身喜好投票，就是「愚蠢選民」？究竟是何道理？服
膺民主的人，不是應該尊重選民的投票意願？為什麼要
讓戴耀廷來「教導」選民怎樣投票？難道為了達到其
「雷動」目標，就要選民投票給一個自己不支持、不喜
歡、不認同的候選人，難道這就是民主嗎？看來，戴耀
廷開口閉口的民主，其實他才是最沒有民主精神。
從法律上講，戴耀廷直認「雷動計劃」為了「配
票」，目的是讓更多反對派中人當選，為了達到這目
的，「雷動計劃」肯定會在選舉期間向反對派支持者
或是他們所謂的「聰明選民」發出「指示」，要求他

們投給某些名單。否則，「雷動計劃」根本不可能發
揮作用。既然「雷動計劃」為了「促使」或「阻止」
某些人當選或不能當選，這便構成選舉行為及「選舉
宣傳」，成本應該計入候選人選舉開支。但顯然，反
對派不會將有關開支計算入自己的選舉經費。然則，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如
非候選人亦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選舉中或
在與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選舉開支，即屬在選舉
中作出非法行為。」觸犯者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
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 1 年；如循公訴程序審
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3 年。戴耀廷
的行為已經犯法，證據確鑿，理應追究。
戴耀廷一直強辯說他只是發短信，不提支持名單，
就不涉及違法，這是流氓式的撒賴，公然歪曲法例，
盡顯其人誠信操守破產，無恥無底線。有這樣的人在
港大教法律，這本身就是港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