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獨」勾結後果嚴重 23條立法更顯迫切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譴責勾結「台獨」的立法會議員，
批評他們3人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竟公然與
「台獨」勾結，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危害「一國兩制」、國家統一、違反
基本法，罔顧香港市民福祉。香港回
歸祖國20年，「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不容許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指手
畫腳。「兩獨」合流明目張膽分裂國
家，企圖把「台獨」破壞兩岸和諧的
一套搬到香港，勢必危及「一國兩
制」，損害香港繁榮安定，受害的是
全體港人。「兩獨」勾結後果不容低
估，凸顯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迫
切性和必要性，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

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治久安。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嚴格按照基本法

辦事，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香
港的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斷鞏固，同時在基
本法框架下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民
主自由較之回歸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美
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日前在接受港媒採訪時亦表
示，香港主權移交20年來，「一國兩
制」在港運作得很好，港人仍然享有
1997年前的自由，工作亦在成功的基
礎上繼續前進。

「兩獨」合流港人須高度警惕
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舉世公

認。但是，本港少數「港獨」分子和台
灣的「台獨」勢力對此不僅視而不見，
反而抹黑「一國兩制」的發展成就，
「兩獨」合流成立所謂「連線」關注香
港民主，根本別有用心，在威脅國家安
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邁出危險的一
步，絕對值得港人高度警惕。
推動「連線」的「台獨」組織「時代

力量」，就是靠2014年反對兩岸服貿
協定的「太陽花學運」發跡的，反服貿
協定的後果，令台灣錯失了兩岸進一步
加強經貿合作的巨大機遇。由於「台
獨」思潮泛起，台灣社會內鬥不已，導
致經濟發展大大落後，民眾叫苦不迭。
如今，「兩獨」合流成立的「連線」

提出「為香港提供民主運動經驗」、立
法給予港人「政治庇護」等主張，其真
正目的是把「台獨」的影響擴散至香港
立法會，把台灣社會撕裂、發展停滯的
「鬥爭經驗」在港複製，使香港成為
「港獨」、「台獨」勢力抗拒國家的橋
頭堡。
此次到台灣參與「連線」的本港立法

會議員和搞手，大部分正是「佔中」的
組織策劃者。早在2013年，這些「佔

中」搞手就有計劃、有預謀到台灣向
「台獨」分子取經。「佔中」失敗後，
「兩獨」合流並未停止，反而更頻密，
黃之鋒、朱凱廸以及被褫奪立法會議員
資格的梁頌恆、游蕙禎等人多次跑去台
灣，與「時代力量」等「台獨」組織舉
辦論壇，分享「抗爭手法和經驗」。

23條立法應提上議程
「佔中」對香港法治秩序、社會安穩

的衝擊，港人至今心有餘悸，記憶猶
新，絕對不想「佔中」重演。國家「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
略的推出，為香港創造更多更大的發展
機遇，港人更不希望「兩獨」合流，製
造衝擊「一國」、撕裂「兩制」的禍
患，堅決抵制「兩獨」勾結合流持續升
級為禍，搞亂香港。
「港獨」、「台獨」合流逐漸組織
化、表面化，本港立法會議員肆無忌憚
地與「台獨」勢力勾結，明顯危害國家
的統一和主權，嚴重衝擊「一國兩
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不
久前於北京出席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
20周年座談會時指出，近年香港有人

鼓吹「自決」、「港
獨」，否認中央對港
的管治權，企圖把香
港變成一個獨立、半
獨立的政治實體，並
將香港從國家分裂出
去，中央對此不能視
若無睹。他要求特區
政府切實履行基本法關於立法維護國家
安全的憲制性責任，真正負擔起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的責任，堅決遏制任何危
害國家統一的行為和活動。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只要確

保「一國」安全，「兩制」的發展才有
保障。香港回歸已經20年，基本法23
條立法是時候提上議程，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都要拿出擔當精神，凝聚共識，
以法律手段遏止「港獨」，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作為維護「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面
對「港獨」、「台獨」越見囂張的形
勢，更應態度鮮明、立場堅定，積極引
導民意，支持基本法23條立法，不負
市民所寄託，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
榮穩定盡職盡責。

日前，本港多名所謂「自決派」立法會議員，與台灣「台獨」

政黨的「立法委員」，成立所謂「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

線」，更簽訂所謂「合作協議」。國台辦表明，堅決反對「台

獨」和「港獨」勢力相勾結，干擾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插手

香港內部事務、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種圖謀和行徑不得人心，

也不會得逞。

尊重司法制度 堵塞濫用法援漏洞

法援署以「長洲覆核王」郭卓堅
濫用法援為由，引用《法律援助規
例》第11條，未來3年不受理他就
司法覆核案件提出的法援申請。當
事人揚言「被迫害」，有來自法律
界的反對派也宣稱，要檢視當事人
提出申請的理據，不能單憑3年提出

21次申請，便判斷對方是否濫用法援云云。
香港的法治制度全面受基本法保障，這是無容置疑

的，而法律援助服務是香港法制重要一環，旨在確保
所有具備合理理據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士，不會因缺
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但值得深思的是，既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又豈能縱容個別人士濫用公
帑，借法援作為一己政治工具，變相剝奪了其他真正
有需要人士的權利？

法援申請條件之一是申請人必須是持份者，但縱觀
郭卓堅過去覆核的案件，例如鉛水事件、特首疑讀漏
就職誓詞案、「民族黨」成員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
案、立法會主席曾持有英國護照案等，眾多案件政治
味濃，與他本人沒有直接關係。他反覆透過法援申請
司法覆核顯然是濫用機制，無視了司法程序的莊嚴。
反對派經常滿口「捍衛法治」，但他們每每為了

政治私利，蓄意模糊及曲解「一國兩制」原則和基
本法，甚至策動違法「佔中」及妖魔化前線執法人
員，以政治凌駕法治，混淆視聽，撕裂社會。說穿
了，香港社會亂了，他們才有立足之地。
面對這些自詡公義，實質踐踏法治精神的政客，我

們理應支持特區政府釐清理據，杜絕濫用法援機制，
否則任由歪理橫行，蠱惑人心，全港市民也要付上沉
重代價。

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徐莉 九龍城工商業聯會會長

楊云 時事評論員

齊來關注香港的政治生態危機

近年，香港人愈來愈關心生態保育的議題，覺得除了
物質生活外，尚有很多事物值得我們去追求、守護。近
期，香港發生了一件事，令筆者聯想到「生態」二字，
在此跟讀者抒抒己見，希望引起一些關注。
早前，政府邀請房屋協會研究大欖和馬鞍山郊野公
園邊陲兩幅土地，探討當中的生態、景觀、美觀價
值、康樂與發展潛力等。房協數十載以來對香港的房
屋發展貢獻良多，如今就多年來爭議不斷的郊野公園
邊陲地區的開發問題，協助社會踏出重要一步，以客
觀的研究，提供討論及尋求共識的基礎，此舉看來應
無爭議。然而，卻還是引起一些人士的口誅筆伐。
那些人士的主要說法是郊野公園有彌足珍貴的價值，
不可為發展而犧牲。誠然，這種論述是很吸引人的，尤
其是對於一些年輕人而言。因為這種論述塑造了一個簡
單的二元對立︰「價值」對「發展」。「價值」是多麼
美好的詞彙，帶着正義的剛強，又蘊含浪漫的陰柔。討
論任何公共議題，提到「價值」，就是王牌一張。至於
「發展」呢？對於上一輩香港人而言，發展是褒意，因
為他們經歷過那段溫飽難保的歲月，享受過發展帶來的
生活變化。然而對於年輕人而言，對「發展」毫無好
感，反而會視其為「破壞」，產生有種「反發展主義」
的心態。於是，將郊野公園的議題放置在「價值」與
「發展」的對決，似乎高下立見。

重大公共議題不宜用「二分法」
但是，我們對於一項事關重大的公共議題的討論，是
否甘於如此簡單的「二分法」？如果閣下如此想，大可
不必看下去。
如果尚在讀這篇文章，可見閣下還是想多點了解。那
麼，我們先從所謂的「價值」說起。郊野公園的「價
值」是什麼？大多數人可能馬上想到的是生態環境、康
樂郊遊。其實，郊野公園成立之初，並不是主要考慮到
這些用途。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香港面臨嚴
重的水荒，「樓下閂水喉」成為了香港人的口頭禪。於
是，為了保護集水區，郊野公園應運而生。後來，隨着
香港幾個大型水塘的興建，以及於1965年3月，香港透

過東深供水系統增加輸入東江水，逐漸解除水荒的威
脅。自此，郊野公園作為保護集水區的角色大減，反而
其生態及康樂用途開始為人重視。
從上述可見，郊野公園的「價值」並不是單一，而且

更有意義的是，它的「價值」與香港多年來的「發展」
息息相關，而非對立。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的土地資源，
其價值與社會需要自然掛鈎。時移勢易，當年香港面對
的是「水荒」，現在面對的是「土地荒」，這些土地的
「價值」是否需要讓公眾有機會去反思？

開發邊陲地區不會毀郊野公園
說到這裡，一定有人說筆者要破壞生態。先不要斷章

取義，筆者也很關注生態保護，而事實上這也為現行政
策所保護。本港約有4成土地劃為郊野公園及特別地
區，當中的生態已受法例保護。此外，香港還有67處
地方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一些自然保
育區、海岸保護區，也被劃定為保育用途的土地，受法
例保護。這些土地都不是如今討論的範疇，如今要討論
的是那些生態價值低的「邊陲地區」，是否可以用作發
展更具社會價值的公營房屋及社區設施（如老人院）。
說清楚討論範圍後，又有人說如今開發邊陲地區，他

朝將會導致整個郊野公園被毀。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謬
誤，名為「滑坡謬誤」，將一切行為推至極端的災難性
後果，以此作為反對的理據。要破解這種說法很簡單，
就是截停「滑坡」，郊野公園的土地已受《郊野公園條
例》保護，難以開發，要開發就要修例，那是另一個議
題，留待日後公眾討論。
說到最後，筆者要澄清這不是一篇支持開發的文章，

而是想描繪出香港現時的政治生態。孫中山先生曾言︰
「政就是眾人之事」。一個關乎香港所有人的公共議
題，在討論之初，已被人以「堆砌理念」、「轉移視
線」、「斷章取義」等手段誤導公眾；在研究未展開之
前已被人判定死刑，反對者的做法不是提出更有力的研
究證據，而是直接反對討論，令人不禁嘆息。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若不然，香港
的政治生態將會面臨重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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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剷除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最近英國的恐怖襲擊和德國慕尼黑的槍擊事件，再
次為歐洲敲響安全警鐘，一些國家紛紛出台更加嚴厲
的反恐措施。法國日前決定成立國家反恐中心，以加
強各反恐部門協調，提升反恐效率。
血淋淋的嚴酷事實告訴我們，恐怖主義作為一種反

人類、反社會、反文明的暴力活動，不僅給有關國家
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也給地區和世界和平穩
定帶來嚴重危害，已經成為全球性非傳統安全主要威
脅。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求和平、謀發
展、促合作是主旋律。
誠然，近年來世界各國和有關國際組織加大了反恐

力度，反恐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從全球範
圍來看，國際恐怖活動進入新一輪活躍期，恐怖活動
依然猖獗，恐怖主義活動的本土化、分散化、網絡化
特點日益突出，給國際和平與穩定帶來嚴重的消極影
響。
恐怖主義的滋生與蔓延成因複雜，包括貧窮、貧富

差距、民族宗教矛盾、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不公正

與不民主等綜合因素所致。想要在短期內徹底消除恐
怖主義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恐
將是國際社會必須直面和正視解決的一項長期艱巨任
務。顯然，面對嚴峻的國際反恐形勢，世界各國休戚
與共，安危一體，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
一句話，恐怖襲擊的跨國性質，客觀上要求國際社

會團結起來打擊國際恐怖行為，單靠一個國家加強反
恐，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遏制恐怖活動的發展和蔓
延，但是很難根除恐怖主義。在聯合國框架下，加強
國際反恐合作是必由之路。面對新挑戰，世界各國只
有進一步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深化雙多邊合作，才
能更加有效地打擊恐怖主義；國際反恐合作應符合
《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循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準則。
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威脅，反恐的治本之策是要根

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只有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妥
善處理地區衝突，倡導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間的
平等對話，才能讓恐怖主義的幽靈無所遁形。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法「護馬」英「倒文」 折射兩國興衰

法國最年輕總統馬克龍得到民眾的支持，帶領所屬政
黨在國會選舉中再下一城，獲得法國大多數選民的投票
支持，顯示未來法國將在馬克龍的帶領下，政壇或會有
新景象，也令人相信法國接下來的改革將會熱火朝天，
以及法國將在歐盟扮演更加關鍵的領導角色。
反觀英國首相文翠珊原來信心滿滿，希望通過提前
大選獲得更加廣泛的民意支持，為內憂外患的政府找
到通往光明的大道。殊不知保守黨輸得一敗塗地，不
僅喪失單獨組閣的權力，無奈要找小黨合作，組成聯
合政府，黨內外要文翠珊下台的呼聲亦此起彼伏。法
國的「護馬」和英國的「倒文」，折射出兩國的未來
發展走向。
文翠珊不僅受到反對黨的圍攻，在保守黨內亦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戰，前財政大臣歐思邦已經公開打出「倒
文」旗號，潛在的黨內競爭對手也相繼探頭探腦、伺機
出擊。英國「脫歐」公投後，倫敦正處在國際貿易和金
融市場走向的風口浪尖，德國、法國已經開出極高價作
為英國退出歐盟的條件，讓唐寧街喘不過氣來，顯示文
翠珊的路子舉步維艱。目前，英國的對外貿易一潭死
水，國內反政府暗湧處處，英鎊的威信跌破警戒線，英
國正面臨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衰退。

馬克龍正如日中天
法國近日舉行的國民議會、即議會下院選舉投票中，

以馬克龍為首的共和前進黨得票遙遙領先，成為馬克龍
的又一場勝利，其意義不僅限於法國國內，更可能對歐
洲、對全世界的產生深遠影響。共和前進黨陣營在法國
國民議會選舉大勝，法國避免出現「左右共治」的現
象，有利馬克龍內外政策的強力執行，對法國、歐洲都

是好事。
從馬克龍和特朗普「特別」握手的一幕開始，亦顯示
法國或將推行「聯德疏美」政策。馬克龍就任法國總統
後，次日便出訪德國，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了不一般
會晤，不僅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聯繫。也導致「疏美」政
策的出現，意味着德法兩國將強強聯手推進歐洲一體
化。七國集團峰會結束後，默克爾坦言，「歐洲不能再
指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歐洲人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
手上」；法德兩國聯手對英國的強硬立場，展現了兩國
聯營的實力。 法德領導人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展現了
歐洲人的自信和勇氣。

文翠珊則大勢已去
英國保守黨在英國議會選舉中未能取得過半席位，需

要和小黨組織政府。客觀上，文翠珊不可能和自民黨等
左派政黨聯合組閣，也不可能和保守黨處處作對的蘇格
蘭民族黨聯營，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和北愛民族統一黨
合作，和昔日並不合拍的黨勉強合作，不僅成為保守黨
人攻擊首相的子彈，也成為國際大笑料。
超過50萬名保守黨和英國民眾通過網絡反對文翠珊

的與北愛民統黨結盟，成為「倒文」的另類力量。在選
戰期間，民主統一黨曾經無情地抨擊保守黨立場，鬧得
滿城風雨。如今文翠珊為了私利，又要和自己政見南轅
北轍的政黨合作，是沒有「出息」的表現。BBC更加
認為，這類鬆散的政治盟友如同堆沙建城，是「恥辱和
無能的象徵」。保守黨內5名內閣大臣向外交大臣約翰
遜公開表示，支持他挑戰文翠珊的地位，令文翠珊成為
「孤家寡人」。大勢已去，文翠珊已經做不了什麼，難
有大作為。

香港青少年要有擔當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月初在一個慶
回歸青年活動致辭時表示，香港回
歸前後出生的一代年輕人，即將擔
負起在「一國兩制」下投身管理和
建設香港的使命，任重而道遠。這
番話，點出了香港年輕一代的責任
與使命。本人認為，香港的青少年

要想做到這一點，一定要有擔當。有擔當，才能承起
香港的未來，才能擔起香港未來發展的擔子。
「擔當」字典上的基本釋義是承擔並負責任。作為香

港未來的主人翁，社會大眾對青少年抱有一定期望，
希望他們具有良好品德，能夠成為一個負責任、有擔
當的好公民。這種擔當，不僅僅限於對個人、家庭、
本地社會，也包括對香港、對國家，乃至世界。畢竟
青少年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香港的未來，以及
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及角色。本港的青少年，不但要
承擔起個人和家庭未來發展的責任，更要勇於承擔起
香港未來發展的責任，承擔起實現中國夢的責任。
我認為，青少年要在未來有擔當，首先要對社會有

承擔，而對社會有承擔的先決條件是建立個人正確的
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扮
演好學生、員工、為人子女這些角色的同時，還應當
有社會責任感，更重要的是要有主人翁意識，明大
義，講大局。在這一點上，我非常贊同張曉明主任的
講話，「香港青年眼界要寬廣，要有超越香港看問題
的國際視野，這當中首先是要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
野。只有胸懷祖國，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了解國
情，包括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情況和重大發展戰略，

才能有大志向、大格局，才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勢的
同時找準香港的戰略定位和比較優勢，從而更好地拓
展香港和青年自身事業發展的空間。」這樣才不會目
光短淺，能夠辯證、客觀地看待身邊的事物，有自己
的主見，長遠地看未來。

少年強、青年強，則中國強
年輕人若沒有擔當，沒有社會責任感和開闊的眼
界，那將是非常危險的。這樣的人，無法很好地完成
自己的本職工作，也很容易看不清事實，難以在香港
和祖國的發展中把握機遇，找不準自己的定位。如
此，則極容易被人利用、蠱惑和蒙蔽，甚至會逐漸失
去對祖國的認同感，失去家國觀念，這無論對其個人
還是社會都是無益的。
近年來，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對本港青少年的成長

問題日益關注，無論是教育、就業還是創業方面，扶
持政策越來越多，資源亦更加傾斜在年輕人身上，香
港的青少年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機會，多去走一走、看
一看，親身了解一下祖國的富強與變化。以寬闊的經
濟視野，全面、客觀地看待內地的經濟形勢以及香港
在祖國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把握下一步走向。同
時，要利用好自己的優勢，更好地抓緊、拓展發展機
會。不應心懷偏見，坐井觀天，以致畫地為牢。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說過：「少年強、青年強，則中

國強。」我想在此勉勵廣大青少年朋友，你們的未來
與香港和祖國的將來息息相關，願你們早日建立主人
翁意識，明大義、講大局，成為愛國愛港的有為青
年，將香港和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莊紫祥 中道集團董事長、哈爾濱市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