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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補選在即，反對派推出的3名候選人范國
威、姚松炎、區諾軒，其實都是隱性「港獨」。但他
們知道，明火執仗搞「港獨」會被DQ，於是採取
「變色龍」手術，變成所謂「本土自決派」，招搖撞
騙。他們學台灣民進黨，首先說自己是獨立族群，有
獨特文化，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還虛晃一
槍，他們不認同「民主回歸」，也不認同「港獨」，
要走「第三條路」，搞「民主自決」。
為了達到「自決」的「暗獨」目標，「自決派」

使用兩面派手法，一邊說擁護基本法，但實際上堅決
反對基本法，因為他們要魚目混珠，務求入閘，取得
補選的參選資格。最典型的「人版」，就是區諾軒。
在選舉論壇上，區諾軒被陳家珮質問，是否擁護基本
法，他居然說當然擁護。陳家珮有備而來，立即出示
了一張新聞照片，是區諾軒在2016年11月2日抗議
人大釋法示威中焚燒基本法。
區諾軒當場撒謊，連續兩次否認照片中人是自
己。其後陳家珮說出時間、地點，區諾軒見無可抵
賴，才不得不承認。區諾軒口是心非，披上「獨立候
選人」的外衣，嘴巴說擁護基本法，不過想成為候選
人，並且騙取選票。
為掩藏「港獨」的面目，區諾軒雖然是「香港眾

志」周庭的「PLAN B」，但他刻意與「眾志」拉開
距離，因為「眾志」的政綱不僅鼓吹「自決」，更表
明「以香港本位，抗擊天朝中共和資本霸權」，明顯
抵觸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區諾軒不能和「眾志」切割
區諾軒能和「眾志」切割嗎？不能。他是「眾

志」的幕後軍師，「眾志」的政綱區諾軒有份出謀劃
策。此次補選，周庭被DQ，區諾軒取代周庭出戰，
沒有引起反對派內部的任何非議，因為他們本來就是
一夥。
「佔中」失敗後，2015 年出版的《香港革新

論》，被視為是「港獨」宣言。在這本書中，區諾
軒發表題為《建制派如何在選舉屈機？——從區議
會到立法會的選舉操控》的文章，當中提出「只要
有充足準備，一定程度的資源投放，加上泛民各派
願意攜手合作，在地守護大大小小的社區，我們才
能度過漫長的黑暗」，他主張是「革新保港，民主
自治，永續自治」，希望在「民主回歸論」和「獨
立建國論」以外，建構香港前途的「第三種想
像」。
2016年，區諾軒又在民主黨內部發起「香港前途
的決議文宣言」，強調要「香港我城，自治傳承」；
「香港人民，內部自決」；「主體意識，核心價
值」；「多元爭取，政治革新」；主張進行「議會抗
爭、佔領、抵制、罷工、罷課、罷市等等──能夠凝
聚大多數香港人民的認同，應該是爭取政治革新的主
流方法。」
這份所謂《香港前途決議文》是抄襲民進黨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兩者都主張「本土公投自
決」。涉及主權的公投，必然挑戰國家主權，與基本
法相違背。
區諾軒反對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要搞「公

民提名」、「公民投票」，「港獨」居心暴露無遺。
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104條進行釋法，強調公職人員
要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諾軒在公開場合焚燒基本法。這些表現足以證
明，區諾軒決不會擁護基本法，更不會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區。

香港展現新氣象 齊心協力謀發展
春節是辭舊迎新、團結團

圓的傳統佳節。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春節前夕給香港

「少年警訊」成員回信，

感謝他們寄送親手製作的

新春賀卡，勉勵他們好好

學習、健康成長、早日成

才，並向香港廣大青少年

致以誠摯的問候和節日的

祝福。這充分顯示了習主

席對香港青年的關心，以

及對香港發展的重視。展

望未來，港人應該告別過

去持續不斷的政治爭拗，

團結一心努力向前，共同

創造美好的生活。

習主席在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
指出，2018年是全面貫徹中共十九
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
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也是改革開
放40周年。當前機遇和挑戰並存，
全面深化改革任重道遠，全國上下

團結一心，認真貫徹十九大精神，一步一個腳印把
既定的行動綱領、戰略決策、工作部署變為現實，
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堅決落實中央管治權
習主席指出，過去一年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

項事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深化改革多點突破，依法
治國深入實施，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十九大的召開，
全面總結了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的成就
和經驗，指明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擘畫了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開啟了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新的一年，
香港必須進一步凝聚力量，把握機遇，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將經濟、民生發展推向新高峰。

去年習主席來港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的一系列慶
典活動，取得圓滿成功，港人增強了信心，推動香
港發展出現好轉。更加證明習主席和中央高瞻遠
矚，堅持落實「一國兩制」不動搖、不改變，始終
以此為核心，為香港發展指明方向。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上任以來，積極有為，實現良好開局，香港
「泛政治化」風氣有所遏止，求穩定、謀發展已成
為香港社會共識。
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
港、澳門全面管治權，深化內地和港澳地區交流合
作，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這是港澳「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回歸後香港發展的實
踐證明，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貫徹落實，是香港
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的最重
要保障，當前香港整體形勢好轉，正是堅持以憲
法、基本法治港，堅定捍衛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表
現。

香港積極向好應再接再厲
美國傳統基金會日前公佈的2018年全球自由經濟

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24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
濟體，而且分數是歷來第二高。反映香港仍具競爭
優勢，不必妄自菲薄，特區政府更應積極扮演引領
者角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指出：一個地方的競
爭力就好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要不斷
鞏固既有優勢，發掘新優勢，拓展國際經貿關係，
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未來香港的發展，更要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運用好國家的政策支持，搭上
國家發展的快車，為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注入
強大動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在「一帶一路
策略機遇論壇」上提出，香港要瞄準國家所需，主
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都創造巨大而寶貴的機遇，香港能夠在這些
重大戰略發揮獨特的作用，正如張德江委員長所強
調的，「國家發展始終需要香港，也必將不斷成就
香港」。國家發展欣欣向榮，香港出現近年難得的
政通人和局面，社會各界更應堅守「一國兩制」方
針，攜手合作，排除政爭干擾，支持政府依法有效
施政，共擔民族復興的重任，共享國家富強的榮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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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宗案件裁決值得大家關注

近日，法院就兩宗案件作出裁決，
將對本港的政治行為有更大約束，很
值得大家關注。
就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人的

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件，終審法
院裁定倘若非法集結涉及暴力，暴力
程度即使不高也須即時入獄，「公民

抗命」亦不是重要的求情因素。可見，香港始終是一
個法治社會，政治需服從法治，更不容許踐踏法治的
暴力行為，否則必須負上法律責任。在終審法院的判
決之後，倘若往後再有人發動和參與暴力性的政治行
動，恐怕將難以逃避被判處入獄的刑責。筆者認為，
終審法院的裁決加強了對暴力性政治行動的法律阻嚇
力，社會各界值得關注。
此外，高等法院日前亦對陳浩天前年被取消立法

會參選資格的選舉呈請作出判決，裁定基本法第104
條對主要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不僅適用於就職，亦
包括參選資格，而提名表格中要求參選人聲稱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是實質的要求，並非只是程序或
表格上的要求，故選舉主任有法定權力和責任審視

提名表格外的資料，以協助他判斷報名人是否符合
參選資格。
判詞亦指出，擁護基本法並不止於依從基本法，還

要支持及推廣基本法。陳浩天過往的言行和政治立場
則顯然違反了基本法第104條的要求，故不符參選立法
會的資格。高等法院的裁決進一步確立了選舉主任的
權威與法定權力，再次顯示政治不能凌駕法治，並對
基本法第104條的要求作出了更具體的規限，社會大眾
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要求將會更清晰，模糊和鑽空子的
空間將會更少。
筆者認為，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裁決是法治精神

的體現，進一步確立基本法和法院的權威，也是非常
有價值的公民教育，我們應加強推廣法院的裁決和判
詞。從此社會各界理應明白暴力性的政治行為是絕不
容許的，違反基本法的言行和政治立場在香港也是不
容許的，反對派不應再衝擊本港法律和基本法的底
線，衝擊本港的法治，否則只會喪失任何政治前途。
筆者也相信，本港法院的裁決除了會產生警惕意義
外，還會起到促使本港政治風氣撥亂反正的正面作
用。

雲天壯 新社聯副理事長

美國控槍何其難

美國帕克蘭市道格拉斯中學2月14日發生槍擊案，一
名被開除的學生射殺至少17人。過去10年來，美國發
生多起造成嚴重傷亡的槍擊案，尤其是2017年10月1
日晚，美國拉斯維加斯露天音樂節發生槍擊事件，調查
報告顯示，58人在這起槍擊事件中死亡，其中31人當
場被打死，總共851人受傷，其中422人直接受槍傷。
道格拉斯中學槍擊案發生後，一些共和黨議員表示將

考慮把步槍購買年齡限制提高至21歲。2月21日，特
朗普總統在白宮召集一場「懇談會」，邀請了過去幾次
校園槍擊案受害者家長和倖存學生代表。與會者向特朗
普表達了對美國現行槍械管理制度的不滿，強調過於寬
鬆的槍械管理制度導致美國校園槍擊事件一再發生。懇
談會期間，特朗普總統承諾強化購槍背景審查，稱將考
慮提高攻擊型武器的購買年齡限制。特朗普還表示支持
教師和其他教職員工在校園內隱蔽攜槍，從而方便應對
校園槍手。
目前在美國推行控槍極為艱難，控槍已逐漸成為死

結。美國憲法第二條修正案規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
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須，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不得受侵犯。」這成為擁槍派的「護身符」。近年，美

國槍支銷售數目持續保持高位，聯邦政府難以出台有效
控槍措施，多個州在擁槍利益集團壓力下放鬆槍支管
控。美國多州為控槍鬆綁，主要表現為對持槍人的限制
減少，在法律上保護槍支製造企業免於承擔某些法律責
任。
2004年至 2017年，美國有 24個州實施「不退讓

法」，允許居民在遭受嚴重人身威脅時開槍還擊而免予
起訴。有33個州加強了對槍支製造企業的保護，免除
部分潛在法律責任，如禁止受到槍支傷害的公民起訴槍
支製造企業，也不允許地方政府對它們提起公訴。此
外，美國有悠久的持槍傳統，支持公眾持槍的民意基礎
深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個調查顯示，48%的
人生長在擁槍的家庭；72%的人認為多數人應該有權擁
有槍支或者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持槍；61%的人認
為，民眾有權持有幾乎所有類型的槍支或者多數型號槍
支；56%的人認為，應該允許持槍者在任何場所或者多
數場所持槍。
美國槍擊慘案與控槍辯論循環往復，卻難以阻止槍械

暴力愈演愈烈，美國已陷入一種誰都希望阻止槍擊案卻
無法阻止的怪圈。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區諾軒焚燒基本法是隱性「港獨」
徐庶

斷章取義評薪酬 諉過於人為己謀

自詡為「浸大山神」的浸大中醫學學生陳樂行，在
帶領學生「佔領」語文中心被勒令停學後，一方面為
了復課而急急向語文中心的教職員致歉，另一方面則
希望借助輿論壓力，在網上社交平台公審浸大校長錢
大康，批評校長肥上瘦下，自上任以來私自為自己加
薪200萬元，意圖影響紀律聆訊的結果。殊不知他所
引述的數據錯漏百出，要打擊錢校長聲譽之心昭然若
揭。
首先，錢校長於2015-2016年間只有10個月受僱於浸
大，陳樂行未有將此因素計算在內，便擅自將錢校長
2015-16的年薪跟2016-17年度的年薪作比較，實在有
欠公允；此外，校長的薪俸包括薪金、約滿酬金、現
金津貼、房屋津貼等各項支出，實在難單純以金額的
絕對值去衡量。以錢校長的薪酬組合為例，由於校長
獲大學提供於廣播道的宿舍已轉化為現金值計算在
內，而計算方法則是基於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其宿舍
的應課差餉租值。錢校長宿舍位於的地段市值租金自
他上任以來不斷攀升，間接扯高了他的賬面薪酬也不
足為奇。
陳樂行在未掌握準確及全面的資訊便公開對錢校長作

出肥上瘦下的指控，意圖混淆大眾的視聽以對錢校長作
人格謀殺，並妄想透過輿論向學生紀律委員會的成員施
壓，從而影響聆訊結果。是次學生紀律委員會合共有5
名成員，由浸大校牧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兩名學生代表
及兩名教職員。陳樂行如此高調地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
理據中傷錢校長，從而博取學生代表甚或教職員代表的
同情，務求令自己早前「佔領」語文中心的野蠻粗暴行
為免於受校方處分。即使學生紀律委員會的成員不受這
些無理指控所影響，依照機制裁定陳樂行需要為自己的
行為負責，並接受處分，他仍可繼續扮演被迫害者的角
色，信口雌黃地控訴裁決的不公。
「知恥近乎勇」，昔日向語文中心教職員誠心道歉的

學生，奈何在召開第一次紀律聆訊則斷然否認對自己的
所有指控，難道勇於面對自己所犯的過錯對於我們的年
輕人比登天還難？因學生願意向受侮辱的老師作出誠心
道歉而撤銷肇事學生停學令的錢校長，換來的卻是有辱
其專業操守的人身攻擊，難道處於這個是非不分的世
代，為人師表便要受如此的屈辱？當尊師重道在香港的
社會已成為絕響時，再高的排名也難確保教學質素能持
續下去。

王偉傑 新思維執委暨教育政策發言人

7天春節過去，春節消費呈現井噴之勢。商務部數
據顯示，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約9,260億
元，比去年春節黃金周增長10.2%。這一數據不僅是
量上的遞增，而且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大數據時代的
中國經濟，消費已經成為「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經
濟引擎。旅遊、購物、餐飲、影視文化消費全面開
花，而且中國消費者在提振國內消費力的同時，也將
中國式年節消費擴展到全球。
今年春節境外出遊的中國遊客超過650萬人，較之
去年多了近50萬人。從東京到吉隆坡，從新加坡到
首爾，亞洲市場藉着中國春節的喜慶，以及東方文
化的共振，形成了東（南）亞春節同慶、消費同漲
的格局。從紐約到倫敦，從開普敦到聖保羅，地球
村也迎來了中國年，更吸引了中國遊客的大方消
費。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主引擎，為全球經濟提供3
成的貢獻率，中國遊客出境遊是作出大貢獻的。就
國內市場而言，9,000多億元的消費額呈現出令人驚
喜的三個變化。
一是年貨消費不再是傳統的吃與用，而是提檔升
級到綠色智能產品。數據顯示，年俗商品、綠色食
品、珠寶首飾、應季服裝、智能家電、數碼產品等銷
售保持較快增長。有機雜糧、綠色蔬菜、時令水果、
保健品禮盒等綠色健康類食品銷售紅火。智能高清電
視、烘乾一體洗衣機、掃地機器人、淨水器、洗碗機
等家電受到青睞，新型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等信息
類產品持續熱銷。這也凸顯，中國人過大年「吃」的
質量在提升，「用」的檔次在升級。
考慮到中國恩格爾系數逐年降低，2016年恩格爾
系數更降至30.1%，這凸顯中國已經開始從溫飽社會
走向小康階段。中國消費者對於智能產品的追逐，移
動支付的流行以及共享經濟的繁榮，更凸顯中國消費
者在互聯網時代離現代化越來越近。更要者，當公眾
生活方式深度對接大數據時代，也更加激活了中國消

費者的激情，而且成為新經濟周期可持續增長的經濟
新動能。

消費力代表可持續競爭能力
二是吃的方式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叫外賣已經成

為日常的主流「吃模式」，今年年夜飯更流行請廚師
到家做年夜飯。當然，到酒店吃年夜飯依然熱度不
減，各地老字號訂餐率都在9成以上。從年夜飯或春
節餐飲的情況看，餐飲消費激活的是多個產業的紅
火，從餐飲行業到訂餐企業再到配送小哥……互聯
網時代的「私人訂製」和傳統餐飲帶來的是消費行業
的乘法效應。
三是新年俗帶動新消費。除了餐飲購物、觀展看

花燈，走進影院和特色旅遊也越來越受人們喜愛。春
節檔電影，好戲連台，大片越來越具有比肩好萊塢大
片的味道，而且春節票房超過57億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66.9%，既創造了大年初一觀影票房和人數新
高，也實現了單片單日票房超過好萊塢大片的新紀
錄。以中國電影為代表的文化產品消費，已經成為中
國人的新年俗。更重要的是，電影不僅是文化產品，
也是承載着一國文化軟實力。如果中國電影能夠借力
國內市場的消費高潮，像好萊塢電影那樣流行全球，
電影消費將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票房效應，還能最大
限度地傳播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新經濟周期，全球市場展開新的競爭。在投資容

易帶來非理性的浪費和導致產能過剩，全球貿易環境
因為逆全球化而出現貿易壁壘甚至貿易戰風險的情勢
下，消費力代表着可持續的競爭能力。值得一提的
是，戰後美國，就以極強的消費能力，實現了國力的
持續增強，激活了這個超級大國強大的創新能力。現
在，中國消費動能持續增強，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經濟
增長的主引擎。這意味着，中國經濟也有了可持續發
展的新動能。

從春節消費看中國經濟引擎升級
張敬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