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容「港獨」荼毒學生 防大學淪政治角力場

母親喪子是人之至痛，人之常情應給
予安慰、惋惜、同情、鼓勵，這種同理
心和人性關懷，相信是所有正常香港人
都有的態度，更不用說貴為天之驕子的
大學生。此次大學卻出現挑戰人性和文
明底線的事件，原因與本港近年愈演愈
烈的「政治化」有關，有人為了達到政
治目的，攻擊不同政見者，不惜蔑視法
治、凌駕道德。

冒犯標語冷血涼薄
蔡若蓮女士數十年來愛國愛港，她任中

學校長期間堅持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多
年來堅持推廣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正
因如此，蔡女士被深受「港獨」荼毒的人
標籤化為「公敵」，毫無顧忌、罔顧道德
和法律底線惡毒攻擊。
這種「政治化」言行讓人不寒而慄，

令人想起內地「文革」的悲劇。當年紅
衛兵打「革命」的旗號，踐踏法治和
人類尊嚴，對國家領導人和普通百姓隨
意批鬥、肆意侮辱。這種歷史悲劇，難
道還要在文明、法治的香港上演嗎？僅
僅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用冷血涼薄的
字眼冒犯，難道就是大學生追求的「言
論自由」、「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
至於多間大學民主牆出現的「港獨」

標語，更是直接向法律宣戰。中央一再
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
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
的觸碰，都是不允許的。特區政府也明
確表示，無畏無懼依法處理任何衝擊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貫徹執行。中
央劃定底線，就是希望讓香港遠離政
爭，實現大和解，全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
因此，一切「港獨」言行皆觸碰中央

劃出的底線，必須果斷打擊、有效遏
止，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早前，鼓吹
「港獨」的人瀆誓已被法院取消議員資
格，掀起「佔中」的「雙學三丑」已被
判入獄，皆傳遞明確信息：香港不是法
外之地，以身試法必將受到法律嚴懲。
那些仍鼓吹、煽動「港獨」言行的人，
有沒有做好坐監的準備？
大學生關心時事、理性討論社會議

題，值得理解和鼓勵，因為這與鼓吹
「港獨」、把大學變成政治角力場是兩
回事。部分大學學生會的成員不斷衝擊
道德、法治底線，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
敬恩因衝擊校委會導致擾亂秩序罪成的
教訓，難道還不足以引以為戒、還不懸
崖勒馬嗎？

冀大學生理性溝通聚焦發展

「港獨」沒有出路，
推進「一國兩制」持續
成功落實，才是香港青
年及學生的使命，大學
生更應成為助推「一國
兩制」落實的重要力
量。大學生應跳出政爭
泥淖，專心學業，為香
港聚焦「一國兩制」發展、推動創新創
業進行建設性的探討，為香港和國家的
發展作出貢獻。這也是社會各界對大學
生的殷切期盼。
香港義工聯盟一直秉承「團結、互

助、承擔、共贏」理念，推動社會關
愛、和諧、共融，鼓勵社會關愛互助，
共建美好香港。香港已出現有利大和解
的新轉機，香港義工聯盟相信，香港的
大學生能認清政治化的危害，勇擔「一
國兩制」新探索的歷史重任，開啟香港
新時代。

香港教育大學出現冒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字句，香港

中文大學等多間大學出現宣揚「港獨」的大字報，有學生狂叫侮

辱國家民族的口號，引起全城震怒。此後，多間大學的學生會成

員以「學生自治」、「言論自由」等借口，回應全城的譴責，實

在錯上加錯、更失人心。此次事件反映，「政治化」正在成為凌

駕人性道德、法律制度的霸權，令人擔心本港大學成為政治鬥爭

的角力場，更擔憂香港剛出現的大和解和聚焦發展的局面，因

「泛政治化」的破壞而再錯失發展機遇。

香港多間大學校園近日湧
現「港獨」橫額，教育大學
「民主牆」更驚現對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冷血冒
犯言論，如此泯滅人性，全
城震怒。更可悲是有學生會
成員竟以「言論自由」作為

喪德敗行的擋箭牌，甚至反控校方「政治打
壓」云云。年輕一代的荒誕砌詞令人齒冷，
也令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心裡一沉，慨嘆香港
發生什麼事了？
香港人向來崇尚言論自由，但自由表達意

見的大前提是必須依法而為，絕不能以「言論
自由」為名就任意妄為。「港獨」違反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習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視察
香港時，也重申「主權問題不容討論」：「任
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

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
能允許的。」
言論自由必須維護，但再大的言論空間，

也不能逾越法律道德底線。無論是在社會或
校園裡，鼓吹「港獨」均觸犯了香港有關法
律，破壞「一國兩制」，違法者理應接受法
律制裁，不能含糊了事。正如中小學生犯了
校規都要受罰，更何況在大學求知識求學問
的年輕人。
至於有人在「民主牆」用極其涼薄和侮辱

的字句，向慘受喪子之痛的母親落井下石，更
加令人憤憤不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教大
學生會竟又搬出「言論自由」四字，試圖為缺
德者逃過罪責，教人情何以堪？人必自重而後
人重之，當他們宣稱憂慮校方追究事件會間接
形成「白色恐怖」，要求校方「尊重學生的言
論自由」之前，請他們先撫心自問，自己的良
心埋沒到哪裡去？

譚錦球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 前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中國可作金磚五國的領頭羊

金磚五國會議剛在廈
門舉行完畢，本文試以
地緣政治及發展經濟學
的角度，分析五國的關
係。五國為世界上人口
最多及土地面積最大的
國家。以人口計算，中

國排名世界第1，印度第2，巴西第5，
俄羅斯第9及南非第24，合共佔世界人
口的43%。國土面積方面，俄羅斯排第
1，中國排第2，巴西排第5，印度排第
7，南非排第24，合共佔世界陸地總面
積的30%。換言之，金磚五國以人口及
土地面積兩個構成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要
素來看，皆為非常重要的組合。

金磚五國影響大互補強
以201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中國
排第2，印度排第7，巴西排第9，俄羅
斯排第12，南非排第37，合共佔世界總
產值的22%。五國並非發達國家，而是
新興力量的大國，以人均產值計算，中
國(8,121美元)，巴西(8,635美元)及俄羅
斯(8,911美元)的發展水平相若，南非
(5,264美元)及印度(1,709美元)則較低。
中國、俄羅斯及印度有堅實及全面的
工業基礎，巴西及南非較弱。俄羅斯的
工業一向側重國防工業，在蘇聯時期與
美國展開軍備競賽，一向疏忽民用的輕
工業，因而很多輕工業製品皆需進口，
中國即為一個重要的來源地。五國的經

濟互補性甚強。俄羅斯、巴西及南非出
口原材料及能源，俄巴出口石油、天然
氣、木材及農產品等，南非出口煤碳、
黃金、鑽石及鈷等。中國供應大量價廉
物美的輕工業製品，最近20年更出口船
隻、鋼鐵、通訊設備，以及手機等高端
工業製品。此外，一些向由西方工業國
所壟斷的產品及勞務，開始感受到中國
的威脅。
最佳的例子莫如高鐵、港口及橋樑的

興建。一向以來，只有日本及西方工業
大國有能力出口此等勞務，但中國最近
30多年培訓大量的科技人才，工業基礎
日漸擴闊及成熟，整個設計、建造及管
理的能力長足發展，日漸逼近，以至在
某些領域超越西方的水平，這對於擴展
金磚五國的經貿關係有莫大的裨益。此
外，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外匯儲
備，以及急速擴展的內銷市場，亦反映
中國對外的經濟支配及影響力與日俱
增。簡單點說，有外匯等同有錢買東
西，亦有資金貸予人家，以及給予他國
經援，凡此種種都有利發展五國的經貿
關係。
俄羅斯受西方國家制裁，外匯儲備不
足；巴西受美國的大資本及華盛頓政府
所牽制，經濟始終無法平穩發展，好了
幾年，例必有動盪，不能如中國般連續
30多年高速發展；印度及南非有其他制
約，這裡略過不談。在五國中，無疑中
國最具扮演領頭羊的實力，考慮到中國

的對外經貿模式及其精神，尤其有利金
磚五國的擴展。

中國倡平等互利世人接受
中國的對外經貿基於平等互利，不干
涉對方內政，更不會欺凌弱小以自肥，
像此前某些西方大國的掠奪行為，中國
前時身受其害，斷然不會重蹈覆轍。無
疑，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各國首先計算
本國的利益，中國的崛起無可避免會影
響到某些大國的利益，此等國家會或明
或暗，干預金磚五國的合作及擴展，但
任何國際關係皆非零和遊戲，五國擴展
經貿關係，可能不單止不會損害他國的
利益，反而有利維護世界和平及人類的
共同發展，此正是習近平主席所言的
「利益共同體」概念。
人民幣去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會納入儲

備貨幣，而中國亦制定人民幣走出去的
策略。隨國家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
大，有理由相信，在未來15年內，世界
上將剩下兩大儲備貨幣，即「綠背」的
美元，及「紅背」即人民幣，屆時由中
美兩國領導兩大經濟集團，有何不可？
世界需要和平，才能作持續發展，改善
世人的生活。全球暖化及種種環境問
題，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各國之財
富不均，宗教及種族衝突等等問題，都
需要各大國協調，通力合作。中國所提
倡的「平等互利」原則，最易為世人所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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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避雷」維護公平選舉

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報章撰文，
他繼去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發動「雷動計劃」
後，現又趁9月中旬澳門立法會選舉之際，想
借「雷動」影響選舉的公平性，可說是唯恐天
下不亂。
一年前香港立法會選舉，戴耀廷借「雷動

聲吶」，鯨吞大量選民的資料，威脅個人私隱
安全；同時，也疑抵觸了香港的相關選舉法
律，當然幕後的資金來源也仍然是另一個謎
團。舊債未償還，戴耀廷又想過大海照辦煮
碗，無視澳門當地選舉法律和個人資料保護
法，影響澳門選舉的公平廉潔，丟盡香港人的
顏面，成為港澳千古罪人。
戴耀廷借颱風「天鴿」餘波「趁火打

劫」，以局外人身份意圖影響澳門選舉擾亂大
中華政局，未免操控慾過盛，試問他憑什麼與
澳門選舉扯上關係？戴耀廷根本沒有持份！這
名所謂「有識之士」大玩「風雨雷」，屢次干
預港澳健康的政治生態，教唆和操控他人投票
支持某一特定選舉名單或不支持某些選舉名

單，此舉已違反選舉的自主投票原則，去屆香
港立法會選舉，「雷動計劃」亂點鴛鴦，反對
派候選人也人心惶惶怕淪為「棄子」，結果更
是天怒人怨。
澳門特區政府有關當局須有效「避雷」，

維護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避免戴耀廷
及黨羽借「雷動計劃」禍害濠江，澳門選民應
慎防自己的個人資料私隱被盜用作不法用途，
選民應堅拒謝絕參與「雷動計劃」的配票或指
示以免墮入法網，監管機構應查明不當使用電
腦程式以及來歷不明的資金，澳門治安警察局
出入境事務廳宜拒絕戴耀廷等人在選舉日入境
澳門的申請。澳門各大專院校也不應向可疑人
士借出場地「討論」實踐「雷動計劃」；如有
個別人士發佈虛假消息，或以欺騙欺詐手段強
迫或誘使選民按某意向投票或不投票，澳門市
民已可根據澳門立法會選舉法向相關單位作出
舉報，政府機關可予以跟進執法。
澳門特區的廉潔得來不易，各界更要珍而

重之。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言論自由非擋箭牌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對於本港部分大學學生組
織近年接二連三發表違反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鼓
吹「港獨」及分裂國家的言
論，我完全不同意，也非常
關注；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國家是香港的
堅強後盾，為了香港的長遠及根本利益，港人
必須擁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大學生作為
香港社會的未來棟樑，更有責任帶頭維護之，
而非帶頭踐踏，損害本港利益。畢竟，本港大
學學生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學費享受優質的專上
教育，並獲得各種各樣的津貼，在他們還未好
好回報社會的時候，又怎能夠率先敗壞社會
呢？
近日，網上流傳一位前大學學生會會長公然

在大學校園內發表辱華言論，過程中不但夾雜
了大量粗言穢語，該名前學生會會長更多次以
「支那」來侮辱內地學生，辱罵內地生不會說
廣東話，又呼喊該內地學生滾回內地。看完之
後，筆者與很多朋友同樣感到十分憤怒。在日
軍侵華期間，日軍以「支那」來形容中國人，
當中帶有強烈的貶義和侮辱性質，到了二戰結
束後，國際社會已基本不會以「支那」來稱呼
中國人了。
事實上，該名前學生會會長同樣是黃皮膚

黑眼睛，流中國人血脈的青年人，更不應
以「支那」來辱罵其他內地同學。更何況，
香港作為一個凝聚了各色人種，匯聚中西文
化的國際城市，本港大學生更必須對不同語
言、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人保持尊重，如果
因為內地學生不會說廣東話便肆意辱罵，難
道不會說廣東話的外國學生又應該遭受辱
罵？作為前大學學生會會長，連人與人之間
的基本尊重都做不到，如何成為榜樣，將來
怎樣成為社會棟樑？
更教人憤怒與遺憾的是，在教育局副局長

蔡若蓮的長子墮樓身亡後，竟有青年幸災樂
禍，走到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牆貼上奚落標
語，作出惡毒咒罵的言論，難道現時的學生
已失去同理心？這樣的言行發生在香港教育
大學，特別教人憂慮，因為教育大學是專責
培育教師的專上學府，但這樣的道德操守符
合擔當教師的標準嗎？香港的下一代怎麼
辦？
對於在大學校園內發表違反「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的言論、分裂國家、辱華和咒罵蔡
若蓮副局長家人的人，我表示強烈譴責！我
也期望本港學校加強「一國兩制」與基本
法的宣傳教育工作，以及加強道德教育，讓
本港學生除了具備良好的語文能力和專業技
能外，也要有正確的是非觀、道德觀與國家
觀！

須警惕分裂國家及惡毒歪風在大學蔓延
蔡加讚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譚岳衡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

香港融資平台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

香港下一個20年怎麼發展？對照內地
基礎建設一日千里，互聯網與創新創業
如火如荼，自貿區等外向型經濟多點開
花，香港有陷入政治爭拗的困惑，有游
離於內地經濟發展邊緣的跡象，基於中
國改革開放紅利發展而來的東方之珠，
顯而易見面臨深層次的挑戰。國家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建設計
劃，從國家頂層設計規劃了中國的發展
方向。這其實已經為香港下一個時期的
發展指明了路徑，為應對深層次挑戰給
出了答案。作為在香港工作生活的金融
從業人員，我想從香港融資市場發展與
「一帶一路」聯動方面談三個方面的想
法，與大家分享。
第一，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扮演的
角色。香港一直將自身定位於「一帶一
路」的超級聯繫人，從自身發展和融資
需要而言，香港扮演這個角色遠遠不
夠。香港不應該僅僅是聯絡人，而應該
發揮自身優勢，與中央部委和內地省市
共同成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和建設
者。首先，香港具有較高的項目管理能
力、熟悉國際標準的專業服務能力以及
較早建立的海外網絡，這與內地較強的
基礎建設能力、工業產能、勞動力輸出
能力可形成優勢互補，使香港可在項目
管理、專業服務以及項目公關方面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其次，香港也是
「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自身的建設
項目和更新項目，如城際高鐵、產業園
等需要快速推進，互聯網、科技等落後
領域應加快引入內地資本和技術，以解
決基礎建設脫節、產業空心化和社會民
生滯後的現實問題。三是香港本地財團具
有強大資金實力和豐富社會資源，香港中
資企業在港規模也不斷發展、實力不斷增
強，香港能夠動員的資金規模龐大，相
關企業應該成為資金供給方直接參與到

項目融資，而不僅僅是資金中介。

創新手段推動融資市場國際化落地
第二，香港融資市場的定位和發展方

向。深圳及珠三角已經成為中國的硅
谷，聚集了一大批先進科技企業，形成
了創業土壤和輻射功能，並成就了深圳
交易所的創業板。成立於1999年的香港
創業板，目前有300家上市公司，總市
值2,600億港幣，平均市盈率36倍；晚
成立10年的深圳創業板，目前有663家
上市公司，總市值4.8萬億元人民幣，平
均市盈率48倍。兩個市場表現的巨大差
距，是兩個經濟體對創新型經濟不同市
場空間、不同生存土壤、不同支持力度
的真實反映。香港要想在創新型經濟融
資方面取得突破，非一朝一夕、一舉一
策的事情，難度不小。那香港融資市場
怎麼定位和發展適合香港的特色呢？
我覺得還是國際化，要圍繞國際的

中國金融中心做文章。一方面，香港新
增上市公司絕大部分來自內地，滬港
通、深港通交易量已經佔到日成交的
10%左右，來自內地因素的國際化已經
達到一個高峰。另一方面，香港來自海
外上市公司、來自海外資金以及具有全

球定價效應的指數發展還不夠。對比新
加坡，香港海外上市公司比例僅為5%，
而新加坡為37%。新加坡在鐵礦石、
A50、MSCI等衍生品及人民幣期貨方面
佔有優勢，這些指數收入都是來自於國
際業務。香港在收購LME和建立人民幣
期貨方面開始起步，還有很多工作要
做。推動國際化的事很難，但不做香港
就會喪失特色，使國際的中國金融中心
始終是一塊短板。國際化應該是香港融
資市場發展的方向。
第三，香港融資平台應以創新適應

「一帶一路」發展。可以說，香港融資
市場正是憑藉創新，才在歷史大潮中抓
住機遇、脫穎而出。首家H股青島啤
酒，首家紅籌股中信泰富，在90年代初
就以創新帶動了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時
至今日仍然發揮重要影響。在「一帶一
路」建設框架內，融資始終是一個重要課
題。前面提到，香港應該主動參與「一帶
一路」，香港融資市場發展應該面向國際
化，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以創新手
段，推動融資市場國際化的落地。
（本文為譚岳衡在「展望香港下一個二
十年暨『一帶一路』倡議與香港機遇」
2017高端論壇上的演講稿，有刪減）

■深圳創業
板經過多年
發展，已經
茁壯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