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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過 去 一
年，也是香港回
歸20周年，特首
林鄭月娥努力修
補社會撕裂，新
一屆政府開局良
好，香港在政治

經濟和民生都漸回正軌，為今後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
路」的發展大局，締造了良好條
件。
普羅市民樂見本港政爭漸息，

奈何反對派又興風作浪。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
構，為高鐵「一地兩檢」安排作
出合法合憲的決定，正如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言，是
次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言
九鼎。惟反對派又搬出危言聳聽
的口號，妄稱決定「欠缺法理基
礎」、人大常委會破壞「一國兩
制」云。
近日，政府兌現施政報告承

諾，重開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可
惜參與元旦遊行的激進示威者卻

企圖衝擊升旗台，造成混亂，連
累保安員受傷。在遊行期間，反
對派亦打着「守護香港」的旗號
「斂財集氣」，呼籲港人捐款，
又安排疑似立法會補選人選上台
發言增加曝光。
說到底，政客千方百計破壞和

諧穩定，挑撥港人對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不滿，就是要靠發動政爭
「搵位搵食」，力保既有利益。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港期間重
申，「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
香港情況也複雜，叮嚀香港各界
要站在國家的高度思考問題，去
維護國家安全，須迎難而上，積
極作為，不要整整錯過一個時
代。
多年來的政治紛爭令我們吃

盡苦頭，主流社會對「激進盲
反」的歪風都嗤之以鼻。新年
新氣象，縱然政治波濤難止，
但只要廣大香港市民團結一起
再出發，珍惜得來不易的機
遇，定能好好擁抱新時代，開
創新局面。

「一地兩檢」合法性無庸置疑
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2017年12月27

日通過在高鐵西九

龍總站實施「一地

兩檢」的決定，為

「一地兩檢」提供

了穩固的法律基

礎。日前香港大律

師公會發出聲明竟

指人大常委會決定

為 「 閹 割 基 本

法」，反對派亦藉

此煽動市民元旦上

街，堅持將「一地

兩檢」渲染為「割

地兩檢」。但是，

熟悉中國憲制的朋

友們均清楚，「一

地兩檢」的安排已

獲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具有堅實的

憲制及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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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發文稱香港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
遭人駁斥後，他又發表長文狡辯。縱觀兩篇文章，
其核心就是通過偷換概念，將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對
香港的有效管治污衊為「殖民」，將香港的地位由
中國的固有領土變成「殖民地」，其目的就是為
「港獨」張目。
練乙錚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發表上述觀點，

他的理據是，在2000多年前秦國以武力吞併嶺南
前，香港並不屬中國管轄，所以即使香港此後
2000多年一直在中國版圖之內，其性質也不過是
中國的「殖民地」。這種無知兼無恥的說法，也就
只能在國外媒體騙騙無知的外國人，本身不值一
駁，但偏偏香港青年大多對中國歷史知識極為匱
乏，很多人不假思索就會接受。因此儘管練乙錚的
文章純屬一派胡言，但其危害不可小覷，由此更顯得中國歷史教育的重要
性。
須知道，歷史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從原始部落不斷壯大發展而來，經過一
段時間後，就會形成一個擁有共同文化的民族，聚居在一定的領土範圍
內。而現存於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個從誕生的第一天就是現在的領土範
圍，數千年來必然有增有減，有的發展成超級大國，有的則已經消亡。在
這個過程中，武力無可避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儘管在秦國征服嶺南前，香港的確不在中國的統治範圍內，但當時整個
嶺南基本上處於蠻荒的原始部落時代，香港恐怕連人也沒有幾個，根本就
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政權。當時的香港基本上屬於無主之地，所以秦國佔領
香港的性質絕非「殖民」，說是墾荒也許更為合適。香港在併入中國版圖
後，經過2000多年的有效管理，早已融入中華文明，理所當然是中國的
一部分。

香港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無可比性
香港直至鴉片戰爭後才被英國佔領，但一直和中國內地保持密切的關
係，100多年來，絕大部分香港人依然說中國話、寫中國字，自視為中國
人。因此香港的性質與練乙錚所舉例的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完全不同，新喀
里多尼亞在被法國殖民之前，與法國沒有半點關係，其要求獨立理所當
然，而香港則沒有半點理據要求「獨立」，練乙錚如此舉例，根本就是最
低級的邏輯錯誤。

按照練乙錚的邏輯，那麼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是殖民地，美國的白人應該
全部滾回歐洲，請印第安人來當家作主，因為美國在被歐洲列強征服之
前，本來是印第安人的家園，但問題是印第安人幾乎已被白人屠殺殆盡，
今天比大熊貓還稀有。又比如在練乙錚眼中比親媽還親的英國，在2000
多年前也沒有多少人，現代英國人的祖先盎格魯撒克遜人在1000多年前
才從歐洲大陸移居英國，並征服當地的原居民，那麼英國人是否也應該滾
蛋，請回早已消失的土著來管理英國？
如果所有通過武力征服的土地都屬於「殖民地」，那就都有資格「獨

立」，其結果必然是天下大亂，全世界都要回到部落狀態，每個部落面積
數平方公里，人口幾百，難道這樣就叫做合理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練乙錚的辯解長文中，錯漏百出。他以為南越國併
入漢朝時君主仍是趙佗，其實當時趙佗已經去世多年。他又將唐太宗李世
民的貞觀之治說成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之治，張冠李戴、貽笑大方。就練
乙錚這種歷史水平，還是不要丟人現眼為好。
練乙錚好歹也算是個有名的文痞，這麼簡單的道理和常識相信他還是具

備的，但他依然要發表此種謬論，只能說明他絕對別有用心。他的目的就
是要為「港獨」捏造歷史依據，和一些抱有精英心態的法律工作者捏造
「港獨」的法理依據一樣，來為「港獨」張目。但可惜的是，無論從歷史
還是法理來說，香港都是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任何依據都是捏造不出來
的。所以，練乙錚之流的胡說八道，除了一些無知淺薄之輩，沒有人會上
當。

練乙錚捏造歷史為「港獨」張目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一場補選 群丑亂舞

反對派的九西及新東初選將於1月14日舉行，近日各參選人都在全力拉
票，一方面積極爭取曝光，拉抬人氣，另一方面四處游說各反對派政黨組
織支持。然而，爭取支持誰都會做，要在初選中成功突圍，各參選人都知
道暗招比明招管用，於是近日各參選人、各反對派政黨都在互放暗箭，互
扯後腿，一場補選變成群丑亂舞，互暴其醜，這樣的初選不如不搞更好。
在新界東，地區實力最強的民主黨，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拉范國威下
馬。然而，現時范國威的對手只是工黨郭永健、本土派張秀賢之流，論實
力及知名度都比不上范國威，如果讓范國威勝出初選，民主黨補選便要為
他抬轎，等於扶助「新民主同盟」與他們競爭，再加上舊恨新仇，自然要
阻止其勝出。
日前民主黨元老李永達就披掛上陣，在其網台節目上再爆當年「真兄
弟」事件內情，指范國威在民主黨中「種票」，企圖「謀朝篡位」，又故
意隱瞞其盟友與內地官員接觸，在誠信上有嚴重問題云云。李永達翻出
11年前的「真兄弟」事件，當然是為了打擊范國威，指這個人誠信有
虧、不可信。范國威誠信、人格有問題當然不是新聞，看他如何對恩師鄭
家富「用完即棄」、對自己黨「過橋抽板」就可以看出。而他在「真兄
弟」事件後，基本上已經斷絕了上位的希望，及後另起爐灶也反映這個人
的投機性格。

「港獨派」、「自決派」志在攪局
但另一方面，李永達既然看穿這個人有問題，為什麼不早說？上兩屆立

法會選舉為什麼不見他出來仗義執言，揭穿范國威真面目？現在又突然出
來猛攻范國威。說穿了，也是選舉利益考量，范國威的「新民主同盟」與
民主黨在新界東是競爭關係，地盤爭奪是一場零和博弈，所以民主黨可以
幫公民黨、可以幫工黨，就是不能幫「新民主同盟」，這是私怨，亦是利

益。李永達的「爆料」並非是為了公義，不過是為了一黨之私。
至於九龍西的選情同樣詭異。姚松炎、馮檢基與袁海文三人爭出線，姚

是大熱門，更得到多個反對派黨派支持，馮檢基要敗部復活，必須打敗姚
松炎。但在多場初選論壇上卻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姚松炎、袁海文都是
集中攻馮檢基，但馮卻只是打袁海文，沒有狙擊姚松炎，令姚的優勢更加
明顯。為什麼馮檢基有這樣的策略？其實很簡單，因為他知道初選一定不
可能勝過姚松炎，現在他的目標是爭取在初選中排名第二。由於姚松炎因
為拒絕依法宣誓、拒絕擁護基本法而被法庭取消議席，因此很可能不能通
過「確認書」的門檻參選。屆時，與姚為善的馮檢基，就可以排名第二的
身份參選，冷手執個熱煎堆，這才是馮檢基的初選策略。
因此，他必須與人為善，不能因初選與姚打得面紅耳赤，因為他之後還

需要姚等人的支持，但同時又要保住初選第二的名次，於是他在初選中集
中攻擊袁海文，令他不能構成威脅，之後就坐看姚松炎被DQ。因此，現
時最希望姚松炎被DQ的，可能並非建制派，而是馮檢基，否則他的政治
生涯恐怕完結。反對派內的各懷鬼胎，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港獨派」、「自決派」也不會放過在補選渾水摸魚的機會，劉穎匡、

陳國強已表明不會參與補選，其中劉穎匡得到「青年新政」支持，有一戰之
力，而他們也知道參加反對派的初選，自己只是「陪太子讀書」，所以根本
不會參與其中。由此可以斷定，反對派的初選必定是一敗塗地，參與者各有
盤算，互相算計，互相潑污，為了補選議席，什麼下流的手段都出齊。這個
補選究竟是要集合反對派力量，還是崩解反對派的力量，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孔子有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鄭宇碩、李永達之流

已經過氣，還妄圖操弄政局，指點江山，最終不過出醜人前。選舉講的是
實力，不是協調、暗室操作，一些實力不足的人企圖通過補選博上位，最
終只會徒勞。反對派初選之敗原因正在於此。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無懼政治波濤 齊心開創新局面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去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
他的減稅計劃：企業所得稅由
35%減為1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
率由39.6%，減為35%；夫妻合併
評稅起徵點由目前1.27萬美元提
高到2.4萬美元；新稅改方案還會
廢除遺產稅、奧巴馬醫保稅等。
特朗普的稅收改革，先不論他個
人作為一個大資本家會首先身受
其益，其政治目的是吸引外資投
資美國，減少國民對他本人的怨
言和怒氣，以提升他個人的信任
度，並意圖由此來鞏固和提高美
國的經濟地位。
雖然減稅在一定程度上是會

受到企業和國民的支持，因為
直接地減少了他們的稅務負
擔，也就是增加了收入，這是
毫無疑義的。但美國減稅能否
增加美國的經濟實力？提高美
國的經濟地位呢？不一定！美
國企業減稅達三分之二，除了
吸收一部分企業回美投資之
外，實際上，美國政府會損失
大量的財政收入，肯定會減少
美國的經濟基礎建設和拖慢經
濟的發展，除非特朗普不理後
果地任由財政赤字大量出現。
據高盛預計，2016年美國財政

赤字為5,900億美元，2017年為
9,600億美元，到2018年，會達至
1.2萬億美元。美國財政赤字越來
越多，自己為自己埋下了不知何
時爆炸的計時炸彈！
有人說，特朗普稅改，矛頭直

指目前居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

國——中國。中國自2006年統一
中外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後，除了
個別高、尖、新產品的企業有稅
務優惠外，所得稅統一為25%。
這明顯地高於特朗普稅改後的
15%，也不排除一部分美國企業會
把投資撤回美國，也許會有一部
分意欲投資中國的國外企業，轉
而因稅率低而轉向美國投資。
中國怎麼辦？中國會跟隨美國

應聲大幅度減低所得稅稅率嗎？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
長曾經表示：「美國這種行為是
錯誤的，是不承擔大國責任的行
為。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稅率競
爭。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事
情。」
不過，中國不做，不代表其他

國家不做。為了吸引投資者，其
他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跟隨美
國，在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這一場
減稅戰。不過可以預言，減稅戰
決不能持久，因為沒有最低只有
更低！而且這只能是一時的意氣
用事罷了，因為任何國家都需要
發展經濟，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支
持，不能無底洞似的鬥減稅。
中國會用什麼方法來抵禦美

國的減稅戰呢？筆者以為有三
招：一、是大力開展正在進行
的「一帶一路」貿易；二、是
隨着國內經濟的發展，擴大內
需市場，支持國內企業發展；
三、是利用匯率政策，不時調
控人民幣匯率。

特朗普減稅將挑起國際稅務戰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現時「一地兩檢」的方案是經過多番
協商及審議後的成果。在過程中，一些
人士包括反對派曾提及啟動基本法附件
三，引用相關全國法律在香港實施。不
過內地涉邊檢工作的全國法律涉及10多
條，一旦列入附件三，這些全國性法律
會在全港生效。而「一地兩檢」只需在

西九總站劃撥專區給內地邊檢人員進行出入境內地的邊
檢工作，實不必要啟動附件三，反而用政府現行方案更
可行，更合適香港現實情況，合法合理。一直有反對聲
音認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及第三
款，即內地有關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及內地任
何部門在港設立的機構及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筆者
認為，若香港及內地政府沒有就「一地兩檢」達成共識
並簽署同意有關安排，那反對派的指責尚可找到一些依
據。但今天「一地兩檢」已經完成了第二個步驟，反對
派依然重複說「一地兩檢」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在法
理上就完全說不過去了。
其實，在「一地兩檢」安排下，內地有關邊檢人員只
會在內地專區範圍內進行邊檢工作，與香港執法人員只
會在各自管轄範圍內執法，並不存在「內地人員干預香
港內部事務」一說，不會違反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

「一地兩檢」旅客方便
經過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協議同意，內地政府在西九總

站「一地兩檢」專區內根據內地法律去處理內地邊檢工
作，不屬於在香港管轄區內工作，因此並不屬於基本
法第22條第3款提及的情況。「一地兩檢」是兩地管轄
區的協作，國際上十分普遍，但國與國、區與區之間達

成的協議都不會完全一樣。有的如加拿大、美國模式，
兩國政府的協議只限於關稅、入境及檢疫的局部管轄權
協作，有的像英國、法國模式，進行全面管轄權的協
作；加拿大美國簽署協議後，加拿大要在其國內制定
《境外入境法例》（Preclearance Act），容許美國邊檢
人員在加拿大機場專區內依據美國的邊檢法律執法，並
為了尊重美國邊檢人員的決定，「加拿大的境外入境法
例」第37條特別訂明美國邊檢人員在專區內的決定在加
拿大不能提出司法覆核。
至於英法「一地兩檢」的模式，使用過的旅客均會同

意非常方便，且在倫敦火車站內完成入境法國的手續後
才登車，旅客可盡情享受高鐵旅程的便利。有些反對聲
音認為現時政府「一地兩檢」的模式與英法模式不同，
並指出在同一總站內讓境外機構在專區內同時處理出入
境的安排是世界上沒有的。
不過，「一國兩制」也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而為此

制定的基本法亦獨一無二。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外國的
「一地兩檢」模式與現時香港方案有類似但並不完全相
同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此等方案如英法、美加模式亦
不會完全相同；因此，反對派以現時政府方案在世上沒
有而否定其合法性或合理性實難以服眾。
至於現時在「一國兩制」下正在實踐、行之有效的深

圳灣模式更是為了香港發展需要而「度身定做」，當時
內地政府亦曾討論過是否只容許香港執法人員的管轄權
限在民事管轄，但為了方便香港人員及法律適用的清晰
範圍，內地政府同意讓特區政府在租賃期內享有全面管
轄權。為何倒過來香港就不可以呢？若說內地法律不及
香港優越，又或有人因為政治恐懼而反對「一地兩檢」
方案，那對絕大部分的香港人是不公道的。

香港人希望「一地兩檢」成事，為的是想中國內地及
香港發展得更好。其實當年國家修改憲法加入第31條為
「一國兩制」提供憲制基礎，容許香港、澳門繼續實行
資本主義等大膽建議在內地憲法學界也曾產生過極大的
爭議。當時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願意為澳門及香港這
樣做，目的也是為香港、澳門更加好。這不也是世界上
的第一次嗎？

基本法富有生命力
香港基本法是富有生命力的憲制性文件。在它制訂的

時候，不可能預計到民生、經濟以至科技的發展情況。
因此，舉凡憲制性條文帶有一定空間，容許社會發展。
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所言，制訂基本法時未
有預計有「一地兩檢」。現時「一地兩檢」的安排完全
符合「一國兩制」的發展及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亦沒有
違反基本法的任何一條。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為「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作出說
明時亦指出，「一地兩檢」並不會對香港依法享有的權利
和自由造成任何損害，亦符合憲法和基本法。這說法有其
法理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兩地政府就西九高鐵「一
地兩檢」簽署合作安排，令安排有穩固的憲法及法律基
礎。日後即使有人要提出司法覆核，相信香港法庭亦會尊
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見吳嘉玲案（關於成立臨立
會）、劉港榕案、剛果案及宣誓案的判詞）
「一地兩檢」的精髓在於在兩地政府協議下，不同司法
管轄區在執法上的合作，在國際有很多成功事例。在「一
國兩制」下，早有「深圳灣模式」，成功實踐10年。筆者
呼籲本港反對派以更開放的態度，摒棄政治上的「有色眼
鏡」，令「一地兩檢」順利落實，高鐵香港段早日通車。

■1842年8月29日，中英兩國在南京簽訂了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島
被割讓給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