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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立法會
大樓內公然搶去一名女公務員的手
機，事後辯稱是為「查看有沒有侵犯
議員私隱」，其粗暴橫蠻、目無法紀
的行徑引起社會輿論的猛烈炮轟，特
首林鄭月娥亦形容許智峯行徑粗暴，
完全不能接受。面對眾怒難犯，許智

峯日前終於向公眾道歉，但反對派人士經常說道歉無
用，問責才是實際，現在許智峯的行徑不但違法失
德，更褻瀆立法會議員職務，損害了立法會聲譽，理
應嚴肅追究問責。
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如「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
而經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得由立法
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許智峯惡行已經
遠超行為不檢的程度，超越了社會底線，所有立法會
議員都應該秉公辦理，通過譴責清除立法會瘀血，否
則立法會如何履行職責？

「強搶手機」事件涉及四宗罪性質嚴重
許智峯「強搶手機」事件至少涉及四宗罪：一是侵

害人身罪條例中的普通襲擊。CCTV明確錄下他如何
「熊抱」受害人，並且強行奪去其手機，在過程中涉
及不少肢體衝突，許智峯的粗暴行徑隨時觸犯了普通
襲擊罪行。二是觸犯了盜竊罪條例，不問自取，是為
賊也，在事主拒絕之下，強行搶走其財物，犯罪意圖
明顯。三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他不但
奪去其手機，更查閱其手機資料，當中可能涉及盜竊
他人資料的行為。四是侵犯了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偷看受害人的私隱資料。這四宗罪中，頭3宗罪
都是刑事罪行，一旦被定罪，最高分別可被判處監禁
1年、10年及5年，性質極為嚴重。
最令人不齒的是，在他強奪手機引發軒然大波之
後，許智峯並沒有立即致歉，反而不斷狡辯，指自己
是「查看有沒有侵犯議員私隱」。這完全是賊喊捉賊
的行為，受害人只是執行公務記錄議員行蹤，並沒有
對許智峯做什麼事，但他因為不滿就可以公然強搶手
機，羞辱政府工作人員，事後還指責受害人「侵犯議
員私隱」，由此盡顯其人的無恥。況且，立法會議員
作為公眾人物，本身就應該受到公眾監督，許智峯所
謂「侵犯私隱」的說法根本是一派胡言，說明他至今
仍沒有反省，以為有了議員身份就可以為所欲為。及
後面對眾怒難犯，他才不情不願地出來道歉，說明他
並無反省之心。
「一粒老鼠屎可以壞了一鍋粥」。許智峯的惡行

對於立法會聲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其自以為是、
漠視他人權利、目無法紀的行為，不但損害立法會
形象，而且「教壞」公眾，隨時令年輕人有樣學
樣，對社會風氣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立法會本來
是立法的地方，現在有議員竟然知法犯法，為求宣
泄不滿可以做出破壞法紀、挑戰社會道德的行為，
這樣的人根本無資格成為議員。目前主流民意很清
晰，就是要求許智峯問責辭職，要求民主黨「大義
滅親」，但看來他仍在戀棧權位，賴死不走，對於
這樣行為不檢的議員，不能只要求他自行問責，立
法會也應該作出追究。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規定：立法會議員如

「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
通過譴責」，得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
資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日前舉行閉門擴大會
議，已經一致通過嚴厲譴責許智峯，立法會行管會的
處理體現了民意的呼聲。然而，要達到在席議員三分
二的譴責，需要反對派的「配合」，當然最好是他們
能夠放下門戶之見，以立法會聲譽為依歸，支持譴
責，但至少他們也可以選擇缺席投票，讓譴責動議得
以通過，為立法會清除瘀血。

不涉政治爭拗反對派不應護短
反對派應明白的是，這次事件不涉及政治爭拗，也

不屬政治議題，而是涉及個別議員的行為操守，關係
立法會的聲譽。在大是大非面前，反對派也不能偏
私。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直斥許智峯做法「非常之
錯」，認為許應該鞠躬向全香港道歉顯示誠意，更着
他考慮其政治前途。黃碧雲亦指許智峯的行為「不能
容忍」。多名反對派人士批評許智峯行徑愚蠢，損害
立法會聲譽。民主黨亦一致裁定對許智峯作出強烈譴
責，並即時凍結其黨籍。但既然民主黨都認為事件嚴
重，就不能只停留在口頭批評或凍結黨籍，應有實質
行為來捍衛立法會的聲譽。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早前到立法會與議員進行交流，

在致辭時肯定立法會是三方面重要力量：是依法維護
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促進和監察政府施政的
重要力量；是弘揚愛國愛港精神的重要力量。充分顯
示中央對於立法會的期望。然而，近年立法會的表現
卻明顯配不上有關肯定，也令市民對於立法會愈來愈
失望。現在還出了一個許智峯，其惡行更令立法會聲
譽雪上加霜，如果立法會不能作出懲處，清除瘀血，
立法會還如何可以履行職責？期望立法會議員秉公辦
理，革除許智峯議員資格。

特區管治團隊要做維護憲制的表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日前在北京會見參加

任中培訓的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

員和檢察長時，要求他們維護國

家的統一、主權、發展利益，要

尊重國家主體實施的社會主義制

度，尊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

的執政地位。對澳門主要官員的

這一要求，同樣也適用於香港特

區主要官員。可以說，在國家進

入新時代的今天，要確保「一國

兩制」的落實不變形、不走樣，

行穩致遠，特區管治團隊和公務

員是最重要的抓手，應該成為維

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表率。

韓正作為新一屆中央主管港澳事
務的主要領導，向特區管治團隊和
公務員提出這一要求，有非常強的
針對性和現實意義。黨的十九大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國兩
制」、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合作以及
促進港澳地區的發展，有一系列新

觀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新思想極大地豐富了
「一國兩制」的理論、戰略和政策。而這些新思想
的核心，就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
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國家主體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制秩序，不容受到任
何質疑和挑戰。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的歷史，中央政府一直

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尊重並且全面維護香港實
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從沒有把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
制度強加給香港。相反，香港始終有一些政治勢
力，敵視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敵視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不僅在口頭上不斷叫囂「結束一黨
專政」，而且在行動上不斷與外部反華勢力勾連，

企圖把香港變成改變中國顏色的前沿基地。正是這
些政治勢力的不斷阻撓，香港遲遲無法履行為基本
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給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留下嚴重的隱患。
不正常的政治土壤，必然孕育不正常的社會生

態。過去幾年來，「港獨」思潮在香港冒起，伴隨
着激進暴力氾濫，反對派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
與「港獨」激進勢力暗中勾連，或者為其提供各種
庇護，給香港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不僅撕裂社
會，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令香港
在周邊和國際競爭中舉步維艱，國際都市的優勢逐
漸弱化。一切亂象和所有嚴重後果的根源，正正在
於香港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的道路上，出現了不夠
堅定、不夠到位的問題。
出現這樣的問題，有歷史的原因，有文化的因
素，而管治上的缺失則是現實的問題。香港基本法
二十三條立法遲遲沒有完成，固然是因為反對派竭
力阻撓，但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不敢直面，
沒有果斷推動，也是香港市民都看得到的現實狀
況。有一些觀點認為，要等香港社會有了比較和諧

的政治氛圍，二十三條立法才能水到渠成。但問題
是，從憲制責任來說，難道香港政治氣氛永遠不和
諧，二十三條立法就永遠不要做了？從邏輯關係來
說，二十三條遲遲不立法，正是香港政治不和諧的
深層次原因之一，君不見，香港反對派時不時用反
對二十三條立法做挑起政治爭拗的工具，二十三條
一天不立法，反對派就永遠手握一件撕裂社會的利
器。因此，唯有盡快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才能既履
行了憲制責任，也從根本上打掉了反對派一個重要
的政治操作利器。何樂而不為？
是不可為，還是不敢為，甚或是不欲為，不少香

港市民是有一定疑問的。世界上的事，你不去做，
永遠不會成功。有些無關痛癢的事不做也就算了，
但事關憲制責任的大事，事關消除政治不確定性的
大事，事關改變不正常政治社會生態的大事，不做
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在這一點上，特區政府問
責團隊和公務員責無旁貸。
韓正代表中央政府對特區管治團隊和公務員的殷

殷期望，其中深意值得深刻領會，高度重視，並且
化為積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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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搶手機許智峯應辭職謝罪

反對派向來好以道德高地「殺
人」，有關行為近年更變本加厲。這
種現象一直導致社會上更多人以所謂
民主自由之名橫行霸道。相信亦最終
壯大了許智峯的鼠膽，讓女性政府人
員慘受欺負遭遇搶機。
有看過閉路電視的議員均引述片段

內容指，許智峯以近乎環抱方式強搶女職員的手機，
縱使職員嘗試反抗仍繼續強搶，得手後更走到男廁觀
看，直至其黨主席喝止才交還手機給政府人員。除了
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許的行為已涉嫌犯下普通襲擊、
搶劫，甚至非禮等罪行；其實從事件亦可見他不論在
專業上及人格上也出現嚴重問題。
首先，他作為立法會議員，加上其在男廁觀看手機

的鬼祟行為可見他知法犯法；其次，直到其黨主席喝
止才交還手機，且在最初的記招之中，他也堅持自己
的行為只是不滿政府侵犯議員私隱，直到後來輿情上
對其一面倒指責，才鞠躬流淚道歉，可見他「唔見棺
材唔掉淚」；其三，他作為一名青壯男子，欺負弱質
女子，可見其人格出現嚴重問題。
事已至此，不少人的焦點已落在民主黨及反對派會

否護短，以及許智峯會否引咎辭職一事上。確實，民
主黨已表明因利益衝突，假設有議員在立法會提出譴
責動議會選擇避席，導致大有機會通過譴責動議。筆
者認為如果許智峯尚有一點半點⻣氣的話，便理應盡
快主動辭職謝罪，免得被譴責下台自取其辱，免得讓
其他反對派因護短而醜態百出，更可有助將他有份造
成的歪風撥亂反正。

李世榮 香港東莞莞城同鄉會副會長 民建聯中委 沙田區議員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美國卻對中國的中興通訊實施
制裁。台灣當局4月27日聲稱，把中興列為出口管制對
象。話音一落，台灣網友炸鍋了，有人質問蔡英文，「台
灣這麼配合，能獲得什麼好處嗎？」也有人直斥台當局
是「美帝狗腿子」。曾參加過台美經貿談判、代表台灣
「經濟部」駐紐約7年的高雄科技大學副教授林英星表
示，中美貿易戰，台灣選錯了邊。
據台灣媒體消息，台灣的經濟部門27日稱，「為確

保台灣高科技業界的出口權益，經濟部門已將中興通
訊及中興康訊2間公司，列入『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
口管制物件』，台商出口貨品至該兩間公司前，須事
先取得許可證，再向海關報運出口。」眾所周知，美
國商務部以不成理由的理由，重擊中興通訊，指其違
反了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和解協議，7年內禁止美國企
業向中興通訊出口任何技術、產品。

討好美國丟台灣的臉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不怕打貿易戰，要向中國產

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台灣的財政部門立即就宣佈對大
陸5項鋼鐵製品進行反補貼、反傾銷的調查。島內輿
論認為，這是蔡英文在中美貿易戰上向大陸「捅
刀」。事實上，台灣也是特朗普加徵鋼鋁產品關稅的
受害者，台灣出口到美國的鋼鋁產品比大陸還要多，
蔡英文不敢抗爭，反而將矛頭指向大陸，以討好美國
求得寬恕，丟盡台灣人的臉。
針對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林英星對媒體表示，中美

貿易大戰其實是一場宣傳戰，是一場討價還價的貿易
對話與新常態，不會傷到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架構。
兩隻大象在跳舞，蔡英文當局就是夾在中間的小螞
蟻，以為可從中獲利，實際隨時被壓扁都不自知。
林英星直指，台灣在中美貿易大戰中選錯了邊，毫

無理由限制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今天大陸靠自己的

力量，遲早也會發展起來，兩岸合作對台灣極具利
多。若當大陸通訊發展出自己的系統規格時，台灣才
進入大陸市場就太晚了。換言之，當大陸把台灣甩在
後頭時，台灣的產品想再賣給大陸，恐怕都沒機會。
這對台灣是傷害。
林英星認為，大陸不論是通訊、航太、精密機械、

半導體等都會自成體系，這是美國完全無法阻擋的事
實。美中交手持續幾輪後，美國會慢慢調整心態，或
許在心態上有所失落，但美國會意識到，有很多事情
都必須跟中國打交道。林英星表示，明白中美貿易
戰，只是短暫波折，當下反而是台灣加速投資大陸的
好時機。
可惜蔡英文當局今天「反其道而行」，未來倒楣

的，卻是台灣老百姓。這樣情形不會持久，老百姓最
終會反思，並做出行動。現在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想
要去大陸工作，這些年輕人沒有政黨包袱和意識形態
約束，這個趨勢很清楚。

「漸進台獨」搬石砸腳
事實上，台灣產業鏈與大陸分不開。大陸是台灣最

大的貿易夥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大陸改革開
放40年，台灣一直從大陸獲得巨額的貿易順差。即使
民進黨當政，台灣依然從兩岸貿易得到好處。這次蔡
英文當局的「雙反」調查，涉及的五類鋼鐵產品中，
相當一部分是台資在大陸設廠生產的。蔡英文當局的
做法企圖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既討好美國，又打擊
對手國民黨的經濟基礎──台商。這種卑劣的做法，
在島內不得人心。
近日，蔡英文看到朝韓峰會受到世界歡迎，又說要和

大陸領導人會面。她想達成兩岸領導人會面，就不要逆
流而動，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九二共識」，不要再搞
「漸進台獨」的把戲，否則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美貿易戰 蔡英文愚蠢選邊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許智峯違法失德 立會應清除瘀血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4月20日，中國結算、深交所對外聯合發佈了《H
股「全流通」試點業務實施細則（試行）》，並於當
日起施行，以規範H股全流通過程中的相關行為。這
意味着H股全流通試點正式拉開序幕，而聯想控股也
成為首家H股「全流通」的試點企業。
有數據顯示，香港市場目前共有254家H股上市公

司，其中近90%為國有企業。在254家H股上市公司
中，唯一的H股全流通案例是2005年10月建設銀行
以H股全流通的方式上市，其他H股上市公司都只實
現了部分股份的流通，其他股份並不能上市交易。
H股全流通試點，作為中國證監會推進資本市場對

外開放的又一項重要舉措，其背後的意義堪稱為繼
2005年A股市場開啟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之後的
又一里程碑。推動「全流通」對於H股而言，有着如
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有助於解決H股上市公司股權分置這一歷
史遺留問題。H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分為H股、內資
法人股與國有股等，由於出現部分流通與部分不流
通的分化狀況，客觀上導致了H股上市公司的股份
出現了股權分置的現象。股權分置，由於所持內資
法人股與國有股不能流通，使得上市公司控股股東
並不會關心股價的漲跌，不會關心投資者利益，更
有甚者還會頻頻地侵犯中小股東的利益。而H股

「全流通」之後，將會使得原先不流通的法人股與
國有股部分開始流通，從而使得股權分置所導致的
隱藏的內外資股東利益衝突問題得到解決，從而有
助於H股上市公司股權分置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解
決。
其次，促使H股上市公司的估值更趨合理。在實現

全流通之後，上市公司的估值更加市場化，而市場的
「無形之手」將會起到一個自發調節的作用，在市場
化定價機制的作用之下，使先前由於H股公司部分股
份流通部分不流通分化格局所導致的H股公司的估值
不盡合理的狀況得以改變，從而使得H股公司的估值
更趨近於合理。
最後，有助於解決H股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權」問

題，有助於增加香港市場對內地企業的吸引力。由於
H股公司的二元制股權結構，使得H股一直存在着
「同股不同權」的問題，擁有B類股的原始股東持股
上市流通性非常低，而擁有較好流通性的A類股卻對
應的只能是低投票權，使得內地企業赴香港上市的積
極性不高。而H股推動「全流通」，將會使得原始股
東擁有股份流通的權利，從而增加內地企業赴香港上
市的熱情，也將有利於增加H股公司的流動性，可以
為諸如上市公司收購之類的市場化資本運作創造條
件。

H股開通「全流通」試點意義重大
李勇

戴耀廷繼赴台鼓吹「港獨」、大放厥詞後，近日又
開始在選舉上蠢蠢欲動，欲染指下屆區議會和立法會
選舉，重施故伎，慫恿反對派政客參與「風雲計劃」
和「雷動計劃」進行配票，以達到搶佔議席的目的。
繼2016年立法會選舉食髓知味後，戴耀廷又想成為

選舉操控者、「造王者」，再干預選舉。戴耀廷操作
的「雷動計劃」和「風雲計劃」，美其名為「策略投
票」或「配票」，其實是反民主的選舉操作，根本是
選舉舞弊。因為，限制參選人出選或不出選，並意圖
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涉抵觸《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香港法例第554章)，其中或包括違反第9條
「作出某些關乎候選人或準候選人的欺騙行為的舞弊
行為」，即以欺騙手段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參選或不
參選；(或如該另一人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撤回
接受提名。
「雷動計劃」涉嫌違反該條例第14條「作出某些關

乎選民的欺騙性行為的舞弊行為」，即任何人以欺騙

手段作出以下行為，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包
括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
人；或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選舉中不投
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而且，「雷動計劃」亦涉選舉廣告和選舉開支，另
個別候選人在選舉前「提早曝光」，對其他候選人和
候選名單構成不公平，或涉違反同一條例的第23條，
「並非候選人亦非選舉開支代理人的人招致選舉開支
的非法行為。」
戴耀廷以為自己有「呼風喚雨」的神力，他策動的

「佔中」、「雷動」、「風雲」都是令人討厭的政治
遊戲，破壞法治，令香港社會撕裂。
香港是法治社會，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選舉舞弊，

戴耀廷的「雷動」、「風雲」操控選舉，違反民主原
則，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香港執法機構，應對選舉
舞弊零容忍，須主動介入，捍衛香港廉潔健康的選舉
生態。

戴耀廷再倡「雷動風雲」破壞民主選舉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