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文 匯 論 壇 ■責任編輯：傅霾澈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民間人權陣線」周日發起針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遊
行，示威者沿途高叫「鄭若驊下台」等口號。「民陣」指遊
行有約1,000人參與，警方卻表示最高峰時有700人出席遊
行。對於遊行人數遠低於預期，「民陣」召集人葉志衍表
示，現時正值農曆年假，不少政黨義工都在年宵市場幫忙，
而有部分市民可能趁放假外遊云云。「民陣」召集人水平一
蟹不如一蟹，竟然連到年宵市場幫忙都可以成為遊行人數零
丁落索的原因，完全是貽笑大方。這也難怪，難道要他們承
認遊行不得人心，所以乏人問津？
遊行慘淡收場原因有二：一是在上周六香港剛發生一場近
年最嚴重的交通意外，導致多名乘客死傷，全港社會都在為
死難者哀悼，特區政府亦忙於處理善後工作，並調查慘劇成
因。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派依然繼續發動一場針對政府的
遊行，不但妨礙政府工作，更是冷血。
反對派不是說因為這宗慘劇，要求取消新年煙花嗎？如果他
們這樣重視死傷者，為什麼不以善後工作為重，為配合政府工
作宣佈取消遊行？反而堅持一場無意義的遊行。反對派的行為
不但雙重標準，更暴露他們政治凌駕理智、政治凌駕道德。這
樣一場冷血、不道德的遊行，怎可能得到市民支持？反對派視
遊行重於奪命車禍和人命，一些反對派政客還要借慘劇不斷抽
水，指桑罵槐，這些行為只會令市民更加反感。

政治形勢出現根本性好轉
二是香港政治氣候正出現轉向，政治形勢出現了根本性的
好轉，這個好轉體現在市民對於政治攻訐的厭倦、對於反對
派泛政治化的厭倦，也體現在對反對派政治伎倆的反感之

上。反對派炒作所謂僭建事件，動機太明顯，鄭若驊家中的
確有僭建，但她已經道歉和作出處理，事件應該告一段落，
因為僭建行為罪不致死。況且，反對派不少政客都是「僭建
常客」，包括現任的立法會議員，甚至連參與補選的反對派
人士也直認家中有僭建，並且厚顏地稱沒有作出處理。這樣
的反對派去炒作僭建議題，本身已是名不正言不順，市民怎
可能跟隨反對派的指揮棒起舞？
反對派的立法會選舉策略從來都是兩道板斧，一是以所謂

「鎅票」論攻擊其他立場傾向反對派的參選人，指責他們出
選是「鎅票」，分薄反對派代表的「票源」，甚至暗示他們
是「內鬼」云云。就如他們過去對付「本土派」「自決派」
一樣。二是在選舉期間大力炒作政治議題，尤其是針對政府
官員發動狙擊行動，藉此製造政治對立，激化社會政治氣
氛，以催谷更多反對派支持者出來投票。
面對3月的補選，本來以過往的初選成績，反對派都是佔
據優勢，但這次形勢卻有點不同，政治氣候改變了，再加上
近年反對派碎片化問題加劇，不同陣營各懷鬼胎，這次就算
「自決派」不能參選，但他們也不會支持反對派參選人。原
因是對不少「自決派」人士來說，他們的最大對手始終是傳
統反對派政黨，要他們再「含淚」投票，不切實際，這些都
令反對派的基本盤出現了變化，令反對派感到危機。
然而，他們的應對之法卻是加大炒熱政治議題的力度，企

圖通過煽風點火，為自己的參選人拾柴添薪，但這次遊行的
慘淡收場已經敲響了警號。反對派政治化炒作的圖謀，已是
路人皆見，尤其是在發生嚴重車禍之後，反對派仍然只顧抽
水，只會令市民更加反感，最終自食其果。

終院裁決遏暴力歪風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高鐵香港段的工程已完成
99%，「一地兩檢」安排亦
已進入「第三步」的本地立
法程序，距離高鐵香港段正
式通車，香港成功接通全國
的高鐵網，可謂只差一步之
遙。日前，特區政府與中國

鐵路總公司簽署了備忘錄，計劃於開通初期
每日開行127對列車，其中114對為短途，13
對為長途，其中長途列車可於毋須轉車的情
況下直達內地14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
昆明、桂林、貴陽、石家莊、鄭州、武漢、
長沙、杭州、南昌、福州、廈門及汕頭等城
市；短途列車則可直接抵達福田站、深圳北
站、虎門站及廣州南站。
無庸諱言，在國家高鐵網已長達2.5萬多公

里的情況下，香港時至今天仍未正式接通內
地的高鐵網絡，是大大落後的。然而，筆者
想指出，縱然高鐵香港段能夠按預期於今年
第三季正式通車，滿足不少港人多年來的期
盼，但香港高鐵能否發揮應有的經濟和社會
效益，還需視乎兩大關鍵因素，包括高鐵票
價，以及可直接抵達的地方。
在香港高鐵票價方面，不少社會人士，包

括部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已表示過期望港府
對高鐵票價作出一些補助，降低高鐵票價，
或推出月票，增加高鐵對港人和青年學生的

吸引力。而筆者更想提出的是，現時高鐵長
途只能直達14個城市，並不足夠，而且有些
理應直接抵達的地方卻未能直達，令人失
望，期望港府能盡快加以優化，進一步接通
國家高鐵網絡。
以廣西為例，高鐵首階段將可直達山水甲

天下的桂林，但為何不能直達廣西首府南寧
呢？筆者期望開通香港直達南寧的高鐵線
路，完全是從實事求是的角度出發，畢竟，
南寧是廣西的政治中心，也是自治區內經濟
總量最大的地方，以及是每年舉辦「中國—
東協博覽會」的場地，被視為我國面向東協
開放合作的「橋頭堡」城市，可謂是本港第
三產業在廣西的最佳「落腳點」，也是本港
與廣西在經貿文化合作交流上的最佳「接駁
口」，所以香港特區政府去年才選擇在南寧
成立駐廣西聯絡處，是特區政府在廣西設立
的唯一一個聯絡處，南寧作為廣西首府及東
協窗口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故此，在技術
及線路上完全可行的情況下，香港高鐵卻不
能直接抵達南寧，是令人失望的，也不符合
促進香港與廣西交流合作上的實際需要。
當然，港府現時只公佈和制訂了首階段的

鐵路路線安排，相信未來會進一步完善，讓
香港高鐵能夠直接抵達內地更多地方，發揮
更大效益，屆時希望南寧市會是其中之一
站。

香港需進一步融入國家高鐵網
陳志豪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 廣西海外聯誼會理事 南寧市政協委員

鼓吹變相「公投」違反民主選舉

《蘋果日報》近日刊登文章，叫囂「在未來
3·11的補選中，不必理會其他候選人的政綱，
只須認定今次是變相公投…全投泛民主派四位
候選人。」這種「出口術」策略，違反選舉的
民主精神。2010年反對派搞辭職補選，當年有
人以「公投」炒作，結果出現極低投票率，證
明「變相公投」在香港根本沒有市場；此外，
香港法律沒有賦予所謂「公投」的機制，變相
「公投」根本無法律依據和效力。
所謂「公投」純粹挑選陣營，更涉嫌「以欺

騙手段作出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阻礙他們當選及影響他們

當選的機會，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或
抵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香港法例
第554章)第14條──選舉舞弊行為。
叫囂「公投」者，只是欺騙選民，只是高舉

民主的旗幟反民主。更何況反對派候選人的政
綱空洞無物，在選舉論壇的表現醜態百出，選
民若聽從「公投」，不考慮候選人的表現，就
決定投票意向是不智的。「公投」在香港是偽
命題，與選舉原意背道而馳。鼓吹「公投」
者，毋視法治。選民要作明智抉擇，杯葛不負
責任的「公投」，以神聖的一票捍衛香港選舉
的公平公正。

篤 行

「民陣」視遊行重於人命焉能不敗？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華盛頓政壇近期暗湧處處，民主黨竭盡全力想要特朗普
下台，在「通俄門」「移民入境」等問題上狠下功夫，希
望給白宮來個「倒栽葱」。為了穩住陣腳，特朗普近期頻
頻大誇經濟成就，聲稱自其上任以來，經濟比奧巴馬時代
增長了1.6個百分點，股市氣勢如虹等等。根據經濟學的基
本原理，每當政府推出新的經濟策略，所產生的作用長則
需要幾十年，短的也需要幾年時間的周期才能顯現，不可
能像「打退燒針」那樣立竿見影。特朗普上任一年時間誇
大經濟增長，可能是無知，更多是想立功標榜，結果暴露
出特朗普醜惡。
上世紀克林頓上任時，美國經濟仍處於龐大赤字，經過其

推出多項經濟策略，到其下台前，經過差不多8年努力才見
成果，財政出現盈餘。小布什2000年上台，借助克林頓的經
濟成果，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讓美國的財政一落
千丈，到其下台前夕的2008年終於暴發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
機。到奧巴馬入主白宮時，美國的經濟已經變得岌岌可危。
奧巴馬隨後接連施以「量化寬鬆」「人為托高股市」等猛
藥，經過8年終於化解危機，並將道指推高至歷史高位。

吹噓道指「牛市」愚不可及
由於美國正進入加息周期，道指又因為奧巴馬的「人為托

高」進入歷史高點。使擁有美國股票投資家蠢蠢欲動，各路
「神仙」密切注視美國股市，爭取捕捉最佳時機出貨。可以
肯定加息和道指歷史高點，已經成為美國股市步入熊市的致
命因素。美聯儲通過多次壓力測試的結果也證實，一旦情況
惡化，美股有可能從當前的位置快速下跌50%，意味着美國
出現股災的幾率已經越來越大。特朗普近日「王婆賣瓜自賣
自誇」，頻頻聲稱他上任後美國經濟增長為2.3%，失業率是
17年最低的；還愚不可及地舉例說，道指在他上任後接連上
升，創歷史新高，顯示市場對美國未來經濟充滿信心。
就在特朗普盲目樂觀高調彈唱美國股市屢創新高之後，華

爾街股市連續幾天大跌，紐約股市三大股指出現「大插
水」，創下歷史最大跌幅，等同敲響「道指牛市」警鐘。美
股「大插水」，不僅給華盛頓潑了冷水，也讓全球資本市場
驚出一身冷汗。它表明，被特朗普吹噓得十分傳奇的美股牛
市，很明顯是曇花一現，警告全球資本市場必須對美國股市
保持謹慎之心。據經濟專家分析，美國股市的未來很不樂
觀，這次「大插水」只是個序，隨時可引發恐慌性拋售。歷

史的經驗更加證明，道指的幾次大熊市也都是在類似的背景
下出現。

「貿易戰」拯救不了華盛頓
芝加哥大學教授發表評論認為，特朗普上台後，幾乎否定

了奧巴馬政府所有政策，但事實上，美國近期的經濟增長與
奧巴馬當年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甚至說沒有奧巴馬當年的基
礎，靠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是不能有所成就的。華盛頓大
學的學者則認為，特朗普將奧巴馬說得一無是處，否定奧巴
馬對世界作出的「氣候減排」「伊核談判」「美國醫改」
「從阿富汗撤軍」等重大決策和承諾，在世人面前誠信盡
失，也說明他是個不誠實的政客。
特朗普一直吹噓的減稅雖然對股市起到暫時利好作用，

但減稅可能引發的財政赤字亦都很快讓隨時停擺的華盛頓
帶來更大風險性。將目前的減稅歸結為自己上任後的戰
果，凸顯其缺少對華爾街、對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基本認
識；鋌而走險，打響損人不利己的「貿易戰」，則已經成
為多邊規則的破壞者，「貿易戰」最後也拯救不了華盛
頓。特朗普上任後，胃口和嘴巴變得特別大，今天制裁這
個國家，明天又威脅對某個地區軍事介入，已經引發國際
社會的強烈不滿。

誇大經濟成就特朗普反暴其醜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王志民冀人代政協：盡職盡責為國為港
今天的中國，已進入強國復

興新時代；今天的香港，已進

入共謀發展新時期。欣逢盛

世，新一屆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如何履行職責、

承擔使命？中聯辦王志民主任

在港區人代政協委員新春茶話

會上提出三點思考：一是要講

政治、顧大局，牢固樹立國家

意識、政治意識、憲法意識；

二是要會參政、善履職，發揮

好雙重積極作用；三是要嚴紀

律、守規矩，彰顯國家形象、

香港形象。這三點思考讓我們

感到，在十九大開啟的新征程

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

份不僅是榮譽待遇，更是責任

擔當，是國家的厚望重託。我

們的回應應該是：盡職盡責，

為國為港。

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全國人大
和全國政協不但是重要的組成部
分，更肩負重要的作用和地位。香
港特區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去
年12月順利完成，選出了36名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新一屆的全國政協
委員早前亦順利產生，2,158人的委

員中，港區委員人數多達200餘人，佔總體委員人
數一成，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殷切期待。

肩負發揮「雙重積極作用」重任
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具有廣泛代表

性和專業性，涵蓋各領域各方面人士，包括有多名
前特區政府官員，不同專業團體、社團的負責人和
立法會議員，亦有多位專業界別人士首次躋身人大
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相信可以為國家和香港貢獻
更多、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習主席2011年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曾經提出，希
望港澳委員「在特區和內地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
用』」。2017年習主席視察香港會見各界代表人士
時，亦要求在四個方面做好表率：一是帶頭支持林
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二是帶頭搞好團
結，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匯聚愛國愛港強大正能
量；三是帶頭關心青年，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

有人；四是帶頭推動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為促進
兩地共同發展多獻策、多出力、多擔當。這「四個
表率」，正是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揮好
「雙重積極作用」提出的明確要求。

三點思考既是勉勵更是要求
王志民主任在新春茶話會致辭時，進一步就「雙

重積極作用」作出闡釋和解說，並歸納出三點思
考。這三點思考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僅是
勉勵和希望，更是要求和職責。
第一是要講政治、顧大局，牢固樹立國家意識、

政治意識、憲法意識。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既是參
與國家決策的重要群體，亦是愛國愛港隊伍的骨幹
力量，在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國家意識、憲法意
識等方面必須有更高的要求，也要有較強的政治覺
悟、政治意識和政治紀律。雖然香港局勢正出現回
歸以來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好轉，林鄭月娥特首帶領
新一屆特區政府實現良好開局，但各種針對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的行動並沒有停息，「港獨」及所謂
「自決」勢力依然伺機而動。面對複雜的政治形
勢，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更要帶頭全面準確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在「一地兩檢」「國歌法」等議題上堅守底
線，為市民謀福祉，並且在香港社會廣泛宣傳「兩

會」精神，推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
意識，維護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參與國家管理為港人謀福祉
第二是要會參政、善履職，發揮好雙重積極作

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肩負參政議政，積極建言
獻策，發揮民主監督的重要職責，不但要按時參
會、依規履職，更應該積極落實和配合國家的大政
方針，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出更多意
見和建議，為國家及香港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十九大報告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港澳互利合作，制定完
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港區人大
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是各行各業的翹楚，更應該發揮
自身的專業優勢，就「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積極提出建議，既充分履職，參與國家事務管
理，又為港人謀福祉。
第三是要嚴紀律、守規矩，彰顯國家形象、香港形

象。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代表港人在國家層面
參政議政，既代表國家形象，更代表香港形象。隨着
中央八項規定不斷推進落實，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都
發生了重大變化。港區代表委員也應該嚴格遵守八項
規定，戒奢以儉，以身作則遵守法律法規，以更高標
準要求自己，切實維護好自身形象。

梁
亮
勝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香
港
廣
東
社
團
總
會
主
席

■美股日前暴跌引發環球小股災。

被控衝擊「政總」的黃之鋒、
羅冠聰和周永康，早前終極上
訴得直，毋須再就該案服刑。
惟終院在判詞中表明，完全認
同上訴庭的新判刑指引，強調
對涉及暴力及大規模的非法集
結案件，必須判阻嚇性及懲罰

性刑罰，而任何人煽惑他人或以領導角色鼓勵他
人非法集結，日後有充分理由被判即時監禁。
黃之鋒等三人今次成功「甩身」後，未見絲

毫悔意，反而頭戴「光環」抹黑裁決是「糖衣
包裝的嚴厲判決」云云。反對派中人更大放厥
詞，刻意把三人上訴得直與律政司申請上訴
「完全是錯」簡單畫上等號，「指控」政府令
幾位年輕人「白白坐監」；又誣衊政府「嚴刑
峻法」，會「侵害」市民集會自由，造成寒蟬
效應。

但正如律政司就終院裁決發表的「聲明」指
出，三人今次被檢控或定罪，並非基於他們的
信念或行使公民權利，而是因為他們擾亂秩序
和涉及暴力的行為。香港市民必須明白，我們
的表達權利雖然受到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保
障，但大家在享有權利時，也有責任尊重他人
的權利，保障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否則，人
人都以「公民抗命」為「免死金牌」，把脫離
法律框架的行為合理化，社會必然大亂，法治
定必崩潰。
今次三名被告純粹因為上訴庭新指引在案發

時未出現，故不應被追溯引用，才能金蟬脫
殼。奉勸那些容易誤信政客讒言佞語、盲目迷
信所謂「公民抗命」和「違法達義」的年輕
人，三思而後行，好好守護香港和平理性非暴
力的核心價值，切忌再當反對派的馬前卒，賠
上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