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歪風有所遏止 管治問題仍需解決
經過特首梁振英親自對在宣誓過程中辱國辱族的「港獨」候任議員梁頌恆、游

蕙禎進行司法覆核興訟，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之後，梁游兩

人失去了議員的資格。11月6日晚上，激進「港獨」分子聚眾糾合於西環中聯

辦外，高呼「佔領西環」，但也在香港警方嚴陣之下，被驅散得七零八落，潰不

成軍。誠然，經過這番從中央到特區政府的連消帶打，激進「港獨」的氣焰一下

子被剎住了，這無疑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但是，如果我們從香港管治和發展的全

局來看，目前雖然扳回一局，但並未真正能讓人放下心頭大石。一言蔽之，目前

香港的管治和發展正在進入一個相持的階段──激進政治難以再進，但同時特區

施政難以理順。

整個香港問題，概括起來就是兩大方面：一是管治，
二是發展。從管治的方面來說，當然是有效打擊以「港
獨」、「自決」為核心內容的激進政治，從而維護國家
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在短期之
內激進政治應該難以再有什麼新的擴大和突破。

激進政治難以再進
為什麼這樣說呢？激進政治一直面臨一個兩難抉擇：
就是這激進到底要激進到什麼程度為止？如果激進的程
度一直朝着提升暴力程度的方向發展，那麼終結的激進
肯定是所謂的「暴力革命」。從香港的社會民情和治安
維護兩個角度來看，這種所謂的「暴力革命」是既不能
獲得民心，也肯定會遭受在強大駐軍後盾之下的香港警

方強而有力的打擊。香港警方不是沒有對付「準暴力革
命」的經驗的，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平息越南船民營
的騷亂，到2000年平息犯人佔據喜靈洲懲教所的騷
亂，警方可謂經驗豐富、戰術得當、裝備精良。何況
「暴力革命」也不可能得到廣大市民、哪怕是反對派選
民的支持，這就是香港的社會民情。
如果「港獨」的激進程度不再提升了，只維持在介

乎違法「佔中」和旺角暴動之間的水平，那麼從特區
政府處理違法「佔中」和11月6日的衝擊西環的手法
來看，顯然執法部門對這種低烈度暴力激進行動已經
有非常嫻熟的應對方案。說白了，激進「港獨」派已
經玩不出什麼新花樣！所以筆者才得出結論，激進政
治難以再進。

管治仍難有大突破
但從發展的方面來說，特區政府依然無法有大的突

破。這倒不是因為特區政府正面臨選委會和特首選舉換
屆。政府換屆雖然包含一定的不確定因素，但這個短期
的不確定因素，會隨着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台，迅速走向
明朗化。筆者這裡提到的施政難以理順，指的是更具結
構性意義的因素。最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因素：立法行
政關係難以理順，樓價租金土地問題難以紓緩。
立法行政關係難以理順，這已經是老大難的問題了，

經過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建制陣營已經出了吃奶的
力氣，雖然仍舊是立法會上的大多數，但非建制陣營的
席位不可低估，尤其是「本土派」的入局。但更為根本
的問題，不在於立法會中建制與非建制的對立，而在於
立法會議員自恃的民意代表性比特首更為廣泛，那麼無
論是哪個陣營的議員，都自然而然把爭取選票的終極矛
頭指向特首及其施政團隊，都以批駁特區政府施政作為
爭取媒體曝光、爭取選民支持的最主要手段。
這樣的話，就算特區政府的施政方案真的得以通過，
也費時失事，嚴重落後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一句
話，即使對建制派議員來說，政治遊戲規則也是不鼓勵
成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執政聯盟式的議員，何況尚有
三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以及在他們背後蠢蠢欲動、伺
機而起的激進「傘兵」、「鍵盤戰士」之類的所謂社運
成員！在不輕易重新啟動政改的前提下，新一任的特首
及其施政團隊，如何以擴大民意基礎之外的政治手法和

技巧，哪怕只是稍微改善一下立法行政
關係，以達致有效施政，促進經濟民生
的發展呢？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重要的
特首選舉話題。
另外，眾所周知，困擾香港經濟民

生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樓價高、
租金貴的土地問題。這一屆特區政府
為解決土地供應問題傾力作為，但是
礙於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的小經濟體，特區政府的措
施總是難以有效應對外來熱錢的衝擊，樓價不降反升
的現象屢屢出現。同時特區的土地開發與環保、原居
民訴求等內在矛盾，以及私人發展商高額土地儲備等
問題，是新一任特首必須面對並要提出有效解決方案
的重大議題。

特首選舉應回歸實際嚴肅的討論
上述兩個方面、三個問題，管治方面是如何進一步遏
制激進政治和「港獨」思潮蔓延，發展方面是如何理順
立法行政關係，促進有效而及時的施政和發展，以及如
何紓緩困擾已久、幾成萬難之源的土地問題。筆者忽發
奇想，中央不如乾脆對有意參選下一屆特首的人士，開
出這份功課表，看看各位有意參選者如何解決這三個問
題，而且是開誠佈公，向廣大市民宣講自己的解決方
案，接受市民的批評和檢視。這樣一來，未來一屆特首
選舉就變成「中央出題、參選者作答、市民檢視」的有
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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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難民」不斷湧港的情況日趨嚴重，引發很
多社會問題。立法會近日就此進行了一番熱烈的
討論，不少議員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採取措施
打擊「假難民」，務求還香港市民安寧。
現時一些並不具有真實難民身份的人士千方百

計來港，甚至有不法分子藉着為他們提供所謂
「一條龍服務」來港而牟利。當這些「假難民」
抵港後，就濫用「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
不但提出免遣返聲請，而且設法拖延審核程序，例如平均匿藏11
個月後才提出聲請。有些「假難民」在滯留香港期間從事非法工
作，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甚至鋌而走險，參與各種犯罪活
動，威脅居民的日常生活。
事實上，自2014年3月起計，至今年9月，在入境處完成審核的

10,172宗聲請中，獲確立的個案僅65宗，成功比率少於1%，仍有
待審核的個案則累計達10,815宗，用於審核聲請和為聲請人提供支
援的開支，在 2015—2016年度達到6億4,400萬元，可見「假難
民」及其衍生的問題已變得非常嚴重，對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司法
制度、治安及福利等環節構成沉重壓力和負擔，引起社會各界高度
關注。
我和經民聯的同事都認為，香港既要注意保障那些確實有需要提

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的權利，同時不應容忍一些「假難民」濫用我
們的制度，甚至侵犯本港市民的權益。
若要有效解決「假難民」問題，必須對症下藥，採取多項具針對
性的措施。
其一，盡快檢討現行機制，堵塞制度漏洞，打擊「假難民」來

港，以收立竿見影之效。當務之急，特區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的相
關機制和政策措施，並參考海外地區的一些做法，包括審視「統一
審核機制」，防止被濫用，包括應取消向身份未獲核實的免遣返聲
請人士簽發俗稱「行街紙」的擔保書。同時，應增撥資源，加快審
核免遣返聲請的程序，清理現時所積壓的大量聲請個案，並設立收
容中心以安置及管理相關人士。此外，應檢視為免遣返聲請人士提
供的援助機制，例如設定公費法律援助的上限，以盡快減少「假難
民」不斷湧港的誘因。
其二，加強源頭堵截，務求從根本上徹底地解決「假難民」問題
對香港造成的困擾。其中一項措施是，加強向「假難民」的幾個主
要來源國宣傳，傳達清晰的信息，香港將堵塞制度漏洞，不會容許
「統一審核機制」遭到濫用，而免遣返聲請人士在香港也不會獲得
工作機會。同時，應加強與與鄰近地區合作，尤其是尋求中央政府
協助，聯同相關國家嚴厲打擊偷運人蛇集團，堵截非法入境者。
另外，應增撥資源，以紓緩「假難民」問題對香港市民生活的直
接影響。當局需要增加入境處、警務處等執法機關的人手，加強巡
查非法勞工黑點，打擊從事非法工作的免遣返聲請人士，嚴懲相關
僱主，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同時，對「假難民」較集中的一
些地區，應加強警力巡邏，改善區內治安，讓市民可以安居樂業。

立法會絕非法外之地

近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接二連三捲入宣
誓風波的司法訴訟，游蕙禎、梁頌恆更已被
解除立法會議員資格。政府稍後將會舉行補
選，恐怕又要耗費數以億元計的公帑。日
前，律政司表示會代表特首，入稟法院對劉
小麗宣誓的合法性作出司法覆核。除了宣誓
問題外，鄭松泰早前於立法會倒轉國旗和區
旗，涉嫌觸犯《國旗及國徽條例》，劉國勳
議員已去信警務處投訴，要求依法作出跟
進；梁國雄公然於會議期間搶走發展局副局
長馬紹祥的文件，特區政府亦已報警。事實
表明，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有堅定的決心維護
法治，立法會絕非法外之地，違法者必須付

上法律代價。
很多市民認為，過去立法會的秩序實在

太過混亂，反對派議員的行徑愈趨粗鄙暴
力，對社會造成很壞的榜樣，教壞小朋
友，市民十分希望立法會早日撥亂反正。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
作出入稟和舉報，是站到絕大多數市民的
一邊。畢竟，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市
民不會接受立法會議員享有違法的特權。
若連立法機關的成員也不遵循法律，知法
犯法，其他人還會重視法治嗎？法律的權
威和尊嚴還有保障嗎？香港人必須明白
到，一旦香港失去了法治，最終受害的，

只會是大多數香港市民。
依據西方的破窗理論，倘若我們對社會上

的違法行徑視而不見，久而久之，違法風氣
會迅速蔓延下去，社會將漸漸失去法治精
神。故此，對於立法會議員的違法行為，必
須零容忍。筆者完全認同特區政府及建制派
以司法手段維護法治的行動！
立法會的權力來源是基本法，立法會議員

絕對有憲制責任擁護基本法。作為普通市
民，依法守法也是基本的公民責任，立法會
議員更無踐踏法律的理由。況且，維護法治
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若連這一點基本要求也
達不到，怎能夠成為公職人員？

被反對派捧為「長洲覆核王」的長洲居民郭卓堅，自宣誓事件發生至今，分別
再以瑣碎無聊的理由和所謂「國籍」問題，就特首梁振英和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的誓辭內容，提出司法覆核。他近日接受網媒訪問時，自稱希望「後生仔接
班」多提覆核云云。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穿郭卓堅的司法覆核是無理取鬧。他
接連提出惡意官司的目的，不外乎為反對派在宣誓事件中挑戰人大釋法吶喊助
威。郭卓堅濫用法援，浪費寶貴法律資源，以司法覆核為樂，為年輕人樹立了極
壞榜樣。所謂「長洲覆核王」，不只是濫提覆核的「濫覆王」，更是浪費公帑的
「浪費王」。
郭卓堅提出的司法覆核入稟狀聲稱，相關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過去取得英國國籍

和港英時代宣誓效忠英女王，抵觸宣誓內容，要求裁定其議員資格無效。然而，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些人士在回歸前任職主要官員，並無被要求效忠
英女王；即使有英國護照，亦無宣誓效忠英國程序。有關覆核明顯缺乏事實根
據，常識不堪一擊。而入稟依據所謂的釋法有追溯力，更是故意曲解基本法，誤
導公眾。
此外，郭卓堅又在入稟狀提到，梁振英和一些建制派議員在宣誓就任時讀漏或

讀錯了一些字詞，甚至是普通話讀音有異，因此他們的宣誓均無效。這類「雞蛋
裡挑骨頭」的司法覆核，更顯示郭卓堅咬文嚼字，無聊透頂，為覆核而覆核。
郭卓堅自己亦不打自招，明言提出司法覆核，就是不滿人大釋法。然而，全國

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大釋法具有無可爭辯的權力。郭卓堅不惜以「小學
雞」式和缺乏事實根據的理由提出司法覆核，根本徒勞無功。
郭卓堅絕大部分司法覆核都申請法援，今次繼續這種惡意覆核，濫用司法程

序，再次浪費法庭和法援的寶貴資源。這些惡劣行為，本來就不值得提倡。更惡
劣的是，郭卓堅還自言希望有「後生仔」接班，傳承其「覆核經驗」，又以「公
義」為自己的無理取鬧貼金。如果讓濫提覆核、亂用公帑的歪風蔓延下去，年輕
人有樣學樣，絕非香港之福。社會各界需要警惕一些人士以「公義」之名，行濫
用覆核之實，蓄意混淆是非。

「長洲覆核王」浪費公帑教壞後生
游 揚

鄧 飛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周轉香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香港的智庫發展及「智庫媒體化」趨勢

眾所周知，智庫（Think Tank）在很多國
家和地區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研
究成果，特別是對策建議對政府決策發揮重
要影響。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2016年發表
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目前全球共有
6,846間智庫，排名頭三位的分別是美、
中、英三國。在亞洲智庫60強中，中國的
18間智庫榜上有名。
香港共有30間智庫，數量在全亞洲排行榜

上排第7位，人均比例幾乎為全亞洲最高，但
就影響力而論，香港在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
庫排行卻榜上無名。這折射出香港智庫組織
尚未達到能夠影響政府政策制訂的現實。

香港經歷過三波智庫發展浪潮
過去20年，香港主要智庫的出現與重大歷
史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香港智庫發展的第
一個浪潮是1997年回歸之前。在政權即將移
交的大背景下，很多香港市民產生了政治恐
慌和焦慮，甚至一度引發移民潮。為應對回
歸後有可能出現的政經巨變，多個民間智庫
組織應運而生，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政策研究
所」等。
回歸伊始，香港便陷入空前的亞洲金融風
暴，進入長達6年的經濟低迷期。2003年
SARS肆虐，經濟更跌至谷底，社會經濟都
受到重大打擊，香港因此出現第二波智庫
潮，例如「新力量網絡」和「Roundtable研
究所及其網絡」等。
2010年後，香港青年運動開始普及，從
「反高鐵」苦行到「反國教」爭議，2014年
香港發生歷史性的「佔中」事件，行政立法
關係空前緊張，社會嚴重撕裂，青年問題凸
顯。多個智庫先後成立，形成第三波智庫
潮。較有影響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
特首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前公
民黨議員湯家驊創辦的「民主思路」，以及
幾個月前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籌組、
附屬於「香港政策研究所」的「香港願景計
劃」等。

香港智庫應回歸「思想庫」本質
雖然香港智庫數目不少，但為何有研究成
果卻影響不大？有建議卻少為政府採納呢？
筆者認為，智庫的本質屬性是「思想庫」，
應該通過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就重大的政經
和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獨立的看法和對策，
其應具有前瞻性，與政府政策保持一定距
離，不能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更不能成為政
府政策的「解釋者」和「傳聲筒」。香港智
庫必須回歸到這一本質上來。
其他原因還有：香港智庫規模普遍不大、

資源不多、人才不夠、缺乏國際視野，導致
研究範圍過廣、內容過於空泛，欠嚴謹，尤
其是智庫普遍存在社團化傾向，導致智庫與
「智」脫節，智庫研究的專業性不強，公眾
和媒體自然對你的研究成果就興趣不大了，
智庫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大打折扣，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智庫更是奢望了。

媒體在智庫成果推廣中扮演重要角色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智庫研究成果的傳播

上發揮重要作用。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一
個機構一個產業要達到可持續發展，不僅要
守住自身優勢，更要創造新優勢，達到引領
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對於媒體的追
求已遠遠超越一則新聞、一個報道、一篇文
章。媒體轉型勢在必然。以前發生一件突發
事件，我們第一時間會打開電視看新聞，傳
統媒體拚的是時間，哪個記者、哪間媒體最
快到現場進行直播報道，誰就是贏家。但現
在有重要新聞時，觀眾讀者第一時間會打開
手機，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
以鳳凰衛視為例，董事會主席劉長樂早在

十幾年前就洞悉全媒體的必然趨勢，及時以
電視為基礎，進而擴展到電台、雜誌，再發
展到社交媒體客戶端。台長董嘉耀經常說：
「大事發生時，鳳凰是『八爪魚式』地進行
報道。」除電視直播外，還會利用互聯網，
透過facebook、微信、微博等進行即時播報
互動，務求從多角度全方位接觸觀眾讀者。
鳳凰有一句名言：「我們要影響有影響力

的人」。媒體要傳播訊息，實現智慧傳播。
而要達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另一個關鍵詞：
互動。在全媒體時代，轉型中的智庫和媒體
正進行着深度的融合與發展。近年，越來越
多傳統媒體聘請自己的智庫研究人員，而與

此同時，越來越多智庫組織喜歡招募資深媒
體人，因為媒體人走在社會前線，知道公眾
需要什麼，從而為智庫提供研究大方向，為
政府作決策提出建議。

「智庫媒體化」和「媒體智庫化」大有可為
美國大選前，幾乎大部分主流媒體和智庫

研究都預測希拉里勝選，結果特朗普當選令
全球譁然，輿論紛紛批評媒體選前的報道，
媒體則質疑智庫調研的可信度。要避免出現
這樣的落差，引用研討會上一些專家的說
法，就是要做到「智庫媒體化，媒體智庫
化」。一方面，智庫研究人員要盡量收集到
最真實的數據資料；另一方面，媒體也要想
辦法了解公眾的心態。
媒體要轉型要發展，需要智庫的智慧；智

庫要提升影響力，也需要媒體的宣傳平台。
媒體可以進行智慧傳播，但是否能夠傳播智
慧，高質素的內容就是關鍵。在轉型成為新
媒體全媒體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打造成一種
智庫性的媒體，提供和其他媒體不一樣的資
訊。因此，傳統媒體必須跳出傳統，報道必
須跳出報道，智庫也要跳出固有思維，多與
媒體、政黨及其他智庫互動交流，而非只是
埋頭研究。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自治特區，並非國家實

體，智庫發展先天不足不足為奇。然而，這並
不是阻礙其智庫發展的最大困難。香港作為中
國和世界「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已經駕輕就
熟。隨着社會不斷發展，環球不穩定因素增
多，香港更需要各類智庫出謀獻策，為政府提
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建議。假如智庫都能回歸
「思想庫」的本質，成為社會「智」慧的「倉
庫」，相信一定能克服轉型中的種種挑戰，引
領香港把握當下機遇，更好地繼續發展。

黃芷淵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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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需要各類智庫出謀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