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播「獨」不容姑息 教育當局需護學子
新學年開課轉眼已逾20天，校園秩序基本正常，但令人感到不安和憤慨的是，

在社會各界嚴厲譴責「港獨」入侵校園的情況下，「港獨」陰魂仍在校門內外徘

徊不散。非法組織「香港民族黨」竟然在數十間中學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煽

動「港獨」，如此明目張膽在校園播「獨」，當局及學校須果斷制止。「港獨」

的違法性質毋庸置疑，對心智未成熟的中小學生毒害尤大，教育局應該就此制定

指引，絕不姑息播「獨」行為。學校應該給學生傳達正確的價值觀，增強學生抵

禦「港獨」毒害的能力。

「香港民族黨」日前在油麻地設立街站，向附近的真
光女書院、九龍華仁書院等中學生派發傳單，宣傳「港
獨」理念。召集人陳浩天表示，該黨「中學政治啟蒙計
劃」，已有來自約80間學校的逾100名中學生報名，部
分已成立「關注組」，部分仍在籌備中。據陳浩天承
認，一些校內「本土關注組」，為了逃避校方的監察，
採用了「地下」的形式活動，但照樣使用學校的名稱及
校徽，暗中進行活動。
校名被「港獨」竊用，說明當前各辦學團體和校方對校

名、校徽和校內組織的規管和監察，有待加強。否則，任
由「港獨」竊用校名、校徽，不啻是對「港獨」入侵校園
開「綠燈」。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有學生或校外人士未

經學校同意濫用校名成立所謂的「本土關注組」，或擅用
校徽作頭像等，是民事侵權行為，加上「港獨」違法，校
方在警告及勸喻無效後，可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涉事者
再使用校名及校徽，以保障學校聲譽。

校園「播獨」是存心靠害學生
近年來，香港激進「本土派」正走向極端分離主義，
其特徵是用「本土」包裝「港獨」。對此，成年人如大
學生尚且難以抗拒被誘惑，更何況是心智未成熟的中小
學生。非法組織「香港民族黨」公開宣揚以謀取「香港
獨立」為宗旨，其違憲違法的性質一目了然，不容姑
息。更不能容忍的是，這個非法組織竟然公開向中學生

派發「港獨」傳單，與中學的學生團體聯絡，並誘騙學
生加入其「啟蒙計劃」。當局應依法取締這個非法組
織、禁止其校園非法播「獨」活動，以彰顯法治精神。
「港獨」組織在中學校園「播獨」，是存心靠害心智

尚未成熟的中學生，學校應該很清楚如何處理「港獨」
議題，相關議題的是非黑白十分分明，沒有任何含糊地
方。教育局有責任向全港學校發出公函，指出「港獨」
活動進入校園乃違反基本法及違反教育條例，後果嚴
重，從而讓學校全體師生有所適從。校長、教師在學生
面前應該清晰表達立場，闡明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在學校的管理層面，校方亦需要以實際行動對煽
動「港獨」的學生進行有效懲戒，若有學生涉及成立所
謂「本土關注組」煽動「港獨」，校方可依據校規作出
懲罰，教育局亦可引用《教育規例》96條要求校長對學
生作出懲處，包括開除學籍或停學。

教育學生熱愛祖國乃國際慣例
反對派中人不斷聲稱在中學校園播「獨」是言論自

由，他們應該去問一問美國政府會否容許在校園內大講
「伊斯蘭國」的暴恐宗旨和教義，也可以去問一問德國
政府會否容許在校園內讚揚美化邪惡的納粹。在中學校
園播「獨」，鼓吹分裂國家、社會撕裂、同胞仇視、衝

擊法治和流血暴力，只會戕害學生的心
靈、扭曲學生的人格，不利學生形成全
面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對學生身心健康成長危害極大。
從國際慣例來看，世界各國都重視營

造有利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重視
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和反對分裂國家，這
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基本的教育倫理。
例如：韓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從小開始的，從家庭到學
校都把培育青少年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作為重中之
重；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中小學學校要注重「愛
國」、「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美國中小學的校規
明確要求學生以朗誦效忠誓詞來開始每天的教學，這種
教育，令美國中小學學生成長過程中逐步培養起國家優
越感和自豪感。
教育局應該制定有關指引，在校園內普及宣傳「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幫助學生從小就了解香港的基本情況
和「一國兩制」現狀，樹立「港獨」就是違法的觀念。
本港學生認識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就會明白「港
獨」思潮的錯誤及禍害，並且能夠放開懷抱，去認識國
家今日的面貌，增強自覺抵禦「港獨」思潮毒害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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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港獨」的梁天琦、黃台仰日前
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聲援「藏獨」的
大會，並和「藏獨」頭目達賴喇嘛密
會。梁黃二人接受國際反華媒體「自由
亞洲」訪問時認為，西藏處境可以給香
港一個警示，香港要在未來保有其核心
價值和文化，必須向中國提出明確的
「香港獨立」訴求。黃梁二人借外訪機
會大肆「播獨」，倚仗外部勢力為推動
「港獨」推波助瀾，死心不息要搶奪香港管治權，這絕非
港人之福。黃台仰、梁天琦勾結外力搞「港獨」，不過是
一場「黃梁夢」。
今年初一深夜的旺角暴亂後，梁天琦曾揚言要進行「無

底線抗爭」。其後他又為自己被批評為「冷血」解釋，辯
稱是「不希望見到有人流血」。磚頭無眼，四處橫飛，暴
力襲擊，不流血，可能嗎？梁天琦又說過，「革命的定義
是權力架構的改變」，說穿了，奪權是也。
在出席支持「藏獨」大會期間，梁天琦、黃台仰還與一

度聲名大噪的盲人律師陳光誠會面，並達成所謂「以『港
獨』保自由權利」的共識。梁天琦赤裸裸地表示，「我的
目標就是2047後的香港是一個有自主性的政體，不用再看
北京政府的臉色，也不用再受中央政府的干預，由香港人
民統治香港。」黃台仰則聲稱，「有更多學生支持『香港
獨立』」。梁天琦、黃台仰因為旺角暴亂，正被政府控以
煽暴罪等一系列罪行，官非纏身；梁天琦更因主張「港
獨」而被取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梁、黃二人跑到海外，
與達賴喇嘛、陳光誠「溝通交流」，接受反華媒體訪問，
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借助外部勢力，為他們繼續搞「港
獨」撐腰打氣。黃台仰更口出狂言稱，他們獲得香港市民
支持的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一國兩制」是個謊
言。黃台仰說的才是大謊言。「一國兩制」是前國家領導
人鄧小平提出的，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創舉，成功解決
香港回歸問題，解決了在一國之下，融合兩種不同的社會
制度。香港回歸近20年的歷史證明，「一國兩制」得到成
功落實，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
中央一再重申，貫徹「一國兩制」堅定不移，不會變、

不動搖，同時要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央高度重視香港，不遺
餘力支持香港發展，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地位獨一無二，至
今無可代替。另一方面，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也應確
保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梁天琦、黃台仰之流鼓吹、
推動「港獨」，違憲違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動搖
香港繁榮穩定，破壞港人安居樂業，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違背香港主流民意，絕大多數港人絕對不會認同、支持其
所為。
「港獨」意味着流血暴亂，意味着萬劫不復的災難，廣

大香港市民一定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遏止「港獨」，不容
「港獨」分子胡作非為，黃台仰、梁天琦勾結外力搞「港
獨」，不過是一場「黃梁夢」。

近日，激進「本土派」某些人別有用心地散佈「特區政府無權處理2047年
後的土地契約問題，而現有的土地業權會失效」的流言蜚語，企圖以此瞞騙
市民，搗亂人心。這問題是無風起浪，無事生非，危言聳聽，自欺欺人！
在這波炒作2047年後「大限」偽命題的風波中，「熱血公民」的鄭松泰是

狂熱的鼓吹者之一，他揚言「特區政府必須盡快解決2047年後的諸多問題，
否則將引起社會更大的反彈」云云。他的叫囂既是故意歪曲事實，混淆視
聽，也是藉此在社會上製造恐慌氣氛。必須指出，按照基本法123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這就充分說明，特區政府完全有法理依據
去處理2047年之後的土地續約問題，而且特區政府已經這樣做了。
正像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出，特區政府成立至今賣出或批出的土地，年期

均超越2047年，並且將約滿土地續約50年而無須補繳地價。可見特區政府絕
對有經驗、有能力處理相關續期土地契約問題。
上述事實有力地駁斥了激進「本土派」某些人散佈的謬論，使其謠言不攻

自破！同時，也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無知與無恥！
另外，他們炒作的所謂「香港二次前途」問題，也完全是罔顧歷史事實，
根本不存在！眾所周知，有關香港前途問題，早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
聲明中已經解決，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和不可分離的部分。這一事實早已昭告天下！況且，在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這一基本國策已明文寫在基本法中。可見，2047年將是香港「一國
兩制」的新起點，而根本不存在什麼「二次前途」的問題。他們妄圖翻案，
純屬妄想！
由此不難看出，激進「本土派」某些人散佈的「2047年後」議題，既暴露

了他們是杞人憂天，也凸顯了他們的「港獨」、「自決」立場。對於這一徹
頭徹尾的偽命題，市民大眾絕對不會上當受騙！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鄺俊宇「大話精」能變「清白」？

民主黨大話精鄺俊宇，一直堅稱「唔知」政
府有計劃在元朗橫洲起17,000間公屋，還呼籲
運輸及房屋局確認，2014年3月17日的「摸
底」會面中，並無提及17,000間嘅計劃。運房
局相當正人君子，前日傍晚已經表明，沒有在
會面提及上述數字，鄺俊宇班FANS聽到即刻
勁興奮，以為還到偶像「清白」。事實上，
《文匯報》引用多份報章的報道證實，鄺俊宇
知情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大話精」就是「大
話精」，又怎能洗白白。
共有7份報章的過往報道顯示，鄺俊宇早在
2013年9月的一次區議會上已知1.7萬個公屋
單位的計劃，更於2014年時知道政府有意
「縮減」並對原計劃及變化一一作出回應，如
今他竟明目張膽地謊稱「並不知情」。事實擺
在面前，究竟是全港7份報章一齊「屈」鄺俊

宇，還是鄺俊宇講大話，不已一目了然了嗎？
鄺俊宇有「逗號體」作家之稱，讓我想起他

作品中的一句話：「重要的是，我恨我自己，
為何這麼在乎你，你一句說話，一個舉動，都
足以讓我萬劫不復。」若我們略加修改，變成
「重要的是，我恨我自己，為何這麼冇記性，
喜歡扮無知，我的一句說話，一個舉動，都足
以讓我萬劫不復。」
說話像潑出去的水，想收回是很困難的，橫

洲事件被炒熱後，民主黨立即擺出強硬立場，
聯同其他反對派政黨集體攻擊當局，聲稱要引
入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惟他們在作出行
動之前，亦需要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以及
自己黨友的說話是否信得過。
鄺俊宇的說話前後矛盾，很難自圓其說，對
於興建單位，數字是一個很敏感的東西，身為

區議員的鄺俊宇怎會輕易「唔記得」、「唔知
道」，但又隨意發表意見？他彷彿想像自己是
隻不懂思索的鸚鵡，傳媒說過什麼，他便不假
思索加以引述。
很明顯，對於政府發展橫洲興建公營房屋計

劃，身為元朗區議員的鄺俊宇早已知情的，
1.7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只是「初步構思」，而
政府的相關文件亦明確指出，4,000個公屋單
位乃是整項計劃的第一期，意味着橫洲發展計
劃並未終止，陸續有來。
若然一名區議員，連興建房屋數量、可入住

人數都可以「唔記得」、「唔知道」，他還有
能力再勝任該區的區議員嗎？若連區議員的地
區事務都弄到糊裡糊塗，他還有資格「更上一
層樓」，成為超級區議員，處理更高層次的立
法事務嗎？

梁 新

監管新理念構築A股健康發展護城河

隨着三個月徵求意見期的結束，證監會於今
年6月17日發佈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
法》（下稱《辦法》）正式實施已滿一周。《辦
法》在原有基礎上作出了具有針對性與操作性更
強的修改。新的政策方案進一步封堵了併購重組
中的暗門，使得單純的投機套利行為因被套上
「緊箍咒」而難以進行。本着「依法監管、從嚴
監管、全面監管」的全新理念，接下來強監管將
成為常態，而且監管將逐漸平移到事中與事後環
節，構築股市健康發展的護城河。
在監管風暴的席捲之下，重組新規對上市公
司併購重組的衝擊影響已經比較明顯。據同花
順iFinD數據顯示，截至18日的三個多月時間
內，已經有88家A股上市公司的併購重組計
劃宣告失敗，對比今年上半年72起重組失敗
的數據，重組新規對規範併購重組行為着實起
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鑒於之前在上市公司的併購重組過程中，不
少公司利用借殼上市與IPO標準一樣的漏洞，
進而採取曲線借殼的辦法逃避借殼上市的嚴標
準，這次新規，明顯吸取了之前的教訓，堵上
了曲線借殼的漏洞。
在對併購重組予以規範的同時，證監會也加

強了對IPO源頭的治理，開拓促進了市場化改
革和警示打擊式監管並駕齊驅的治市新路徑。
為了疏導IPO的擁堵壓力，在IPO申請企業自
查和復查的基礎上，證監會進行了專項財務核
查，旨在優化上市資源。
此外，管理層在吸取自2015年6月以來連續

3輪股災教訓的基礎上，針對違規運作、非法
集資以及合規意識薄弱等問題，將風險控制細
化到產品設計環節。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
不僅對私募基金提出備案要求，而且對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專業性、合規性以及私募機構從業

人員的資質等方面提出了規範性的約束指標。
力求將引起股市異常波動的不可控因素變成相
對可控，從而較好地防範股市異常波動風險。
儘管監管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在市場機

能構造方面，嚴格完善的退市制度的真正落地
尚存在一定的距離。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資本
市場年均退市率在6-8%之間，而我國自本世
紀以來滬深兩市因違規而被強制退市的上市公
司不超過50家。與國外相比，內地的上市公
司退市率明顯不夠。因此，對於促進內地資本
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來說，監管方面還有不少
亟需完善的地方。
在依靠行政力量的同時，還需要重視構建完
整的社會監督網絡。為此，需要進一步暢通與
拓展新聞媒體、投資者以及專業機構等多方力
量的舉報與訴訟管道，以全方位保障資本市場
健康發展。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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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自失」危言聳聽自欺欺人
傅 平

丁 煌

龍 子 明

「官商鄉黑勾結」正是反對派的自我寫照

不斷誣衊政府「官商鄉黑」勾結的朱凱廸與
鄺俊宇，不僅是兩個「票王」，一對「大話
精」，而且他們掛在唇邊的「官商鄉黑勾
結」，其實是民主黨和反對派的自我寫照。
特區政府分階段發展元朗橫洲，計劃先落

成首階段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強調最終落
成1.7萬個單位的目標不變。這一分階段發展
計劃，卻被朱凱廸、鄺俊宇、《蘋果日報》
及一眾反對派誣衊成「官商鄉黑勾結」。
「雷動計劃」導致選舉出現大量不正常現
象，包括多名選前民調一直低迷的激進「本土
派」候選人，在棄保之下高票當選，朱凱廸與
鄺俊宇甚至成為「票王」。這是兩個「票
王」，卻是一對「大話精」。
朱凱廸當選後把他過去一直主張的「不遷不
拆」的立場拋諸腦後，指控政府橫洲計劃分階段
進行是「官商鄉黑勾結」。無獨有偶，民主黨候
任議員鄺俊宇也是翻臉不認賬，他在2014年與
政府溝通時，曾經贊成縮小規模的事實，改口批
評政府縮小建屋計劃是「官商鄉黑勾結」。

反對派與陳方安生投桃報李
朱凱廸和反對派掛在唇邊的「官商鄉黑勾
結」，其實是民主黨的自我寫照。有網民將鄺
俊宇及林卓廷與「官商鄉黑」過從甚密的照
片，整合成民主黨「官商鄉黑勾結」的證據。
在「官」方面，陳方安生退休後，立即和以
民主黨為主的反對派陣營到處與特區政府對着
幹。在多次選舉中，陳方安生都替以民主黨為
主的反對派陣營拉票和宣傳。狼狽為奸、投桃
報李之下，2007年陳方安生參選立法會港島
選區補選，得到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

共30位現任和前任立法會議員支持助選。

反對派與「黑金政治」和黑幫關係密切
在「商」方面，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是反對
派各政黨的大水喉，年年都捐幾百萬黑金給民
主黨，去為黎智英做反中亂港的事。今年立法
會選舉，黎智英更動用他的宣傳機器為民主黨
宣傳和令到他人棄選，最後扶到兩個「票
王」、一對「大話精」入局。
在「鄉」方面，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新

界東民建聯葛珮帆連任失敗，新界西民建聯
梁志祥因不獲鄉事派支持而連任元朗區議會
主席失敗，以及去年在區議會選舉落敗的民
主黨副主席尹兆堅，今年立法會新界西離奇
勝出，都是民主黨在搗鬼。
在「黑」方面，網民揭露，黑幫大佬「刀
疤剛」，與黎智英及民主黨的關係千絲萬
縷。「刀疤剛」在佔領行動時經常現身金鐘
佔領區傍實黎智英，貼身護送黎出出入入，
又與黎在同一帳篷下密密斟。「刀疤剛」又
曾經以與單仲偕見面為名，帶大批人進入立
法會大樓，可見他與民主黨關係匪淺。黎智
英曾自爆是經單仲偕介紹認識「刀疤剛」。
最後，民主黨被爆出涉收取黎智英千萬黑
金，三者關係環環緊扣，民主黨有必要就事
件向公眾解釋清楚。

誣衊政府「官商鄉黑勾結」是侮辱智慧
實際上，反對派在違法「佔中」和旺角暴亂
中，都與黑社會勾結。今年春節旺角暴亂高峰
時，暴徒多達數百人，事後警方更不排除有黑
幫勢力參與，導致一發不可收拾。

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昨日在報章專欄撰文，
讚揚特首梁振英在房屋政策上用「洪荒之力」
增加供應，又認為在橫洲事件上「官商鄉黑」
的指控是侮辱市民智慧。馮煒光表示，「為什
麼過去四年，沒有人再提地產霸權，也上不了
遊行的主題」？是因為梁振英當了特首，他敢
去碰樓價，用「洪荒之力」增加土地房供應，
並且「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用辣招壓抑外地人來
香港買樓」。馮質疑「連可以直通北京的龐大
利益集團梁振英都不買賬，會為了一個地區鄉
事人士而妥協」？的確，朱凱廸與鄺俊宇掛在
唇邊誣衊特區政府的「官商鄉黑勾結」，不僅
是侮辱市民智慧，而且恰恰是民主黨和反對派
的自我寫照。

柳頤衡

■有網民將鄺俊宇及林卓廷與不同界別人士過
從甚密的照片，整合成民主黨「官商鄉黑勾
結」的證據。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