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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的談判招數
出其不意
在4月27日的朝韓峰會，金正恩跨過
軍事分界線時，「即興」邀請韓國總
統文在寅踏足朝鮮領土，使韓國人認
為金正恩渴望朝韓統一，令韓人留下
良好印象。此外，金正恩願意與文在
寅在板門店徒步橋上散步，並一同坐
下聊天，出乎外界意料

準備充足
美國總統特朗普缺乏耐性聽取下屬匯
報，往往未有充分準備便參與重要會
議，金正恩將視之為朝方最大優勢，
熟習有關美國的情報和歷史，務求取
得最多談判籌碼。金正恩明白如何平
衡平壤政權內部利益，深知想在談判
中得到什麼好處，勝於立場搖擺不定
的特朗普

無法捉摸
金正恩一直未有清晰定義無核化，外
界估計他繼續對此含糊其詞，並可能
在美朝峰會中假裝作出承諾，誘使美
方作出實質承諾

魅力攻勢
金正恩會晤文在寅時經常面露笑容，
說話態度恭敬，並帶同妻子李雪主赴
會，打破韓國媒體對他的負面印象。
金正恩與特朗普會面時，將繼續發揮
個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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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峰會是開始 去核需數年

美 朝 峰

會為推動

朝鮮半島和平帶來曙光，已故韓國前總

統金大中生前提出「陽光政策」，積極

推動與朝鮮修好，但朝鮮與韓美關係其

後惡化，政策以失敗告終。金大中的幼

子金弘傑期望，美朝峰會能實現其父親

的遺願，達至朝鮮半島永久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金大中幼子
盼峰會償父遺願
新加坡直擊

金弘傑目前擔任韓國和解暨合作理事會負責
人，這是一個由約200個致力朝韓和平團

體組成的聯盟。他表示，若美朝領袖採取措施，
實現半島永久和平，完成父親的終生使命，父親
將會非常高興。
金大中1998年提出「陽光政策」，2000年前往
平壤，與時任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歷史性會面，舉
行朝鮮戰爭以來首次朝韓峰會，金大中更因此獲
頒諾貝爾和平獎。韓國其後數年向朝鮮提供援助
及進行交流，兩國關係回暖，然而2008年7月，
一名韓國遊客因誤入朝鮮金剛山的軍事禁區遭射
殺，令朝韓關係惡化，加上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對
朝採取強硬政策，令「陽光政策」寸步難行。

韓高官料有驚喜成果
被視為「陽光政策」設計師之一的前韓國統一

部長李鍾奭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都不希望峰會失敗收場，兩人或會帶來令
人驚喜的成果，「我們應嘗試鼓勵金正恩以堅定
態度棄核，而非質疑他的意圖。」金大中於
2009年8月逝世，時任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泳一個
月後到美國全國記者俱樂部，代表金大中發表講
話，紀念2005年六方會談達成協議四周年，鄭
東泳指出，演說內容傳達的主要訊息，正是指出
美朝峰會是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唯一方法。

韓民眾對峰會存分歧
韓國國民對美朝峰會意見分歧，當中以長者戒
心普遍較大，70歲工人李殷浩(譯音)直言，金正
恩不會放棄核武，否則無法保障政權安全。73歲
前銀行職員崔浩哲(譯音)則指，美國及其盟友應
軟硬兼施，令朝鮮棄核。不過退休人士趙升權
(譯音)稱，他在朝韓峰會後對金正恩改觀，認為
金正恩會明白到朝鮮面對經濟制裁下，除放棄核
武外別無選擇。
31歲主婦李惠芝(譯音)表示，期望峰會可終止韓

朝長達65年的戰爭狀態，推動兩國實現統一。不
過部分年輕人並不看好半島統一前景，27歲的金
泰永坦言，韓朝經濟及文化均存在極大差異，統一
未必是好事，只希望美朝峰會能減低不明朗因素。

韓國總統文在寅昨日在青瓦台內閣
會議上表示， 希望美朝峰會取得成
功，但形容美朝敵對關係根深蒂固，
並非一次峰會便能解決，峰會只是開
啟漫長的無核化過程，可能需時數
年。文在寅昨午就美朝峰會，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通電
話約40分鐘，由
於他本人不會到
新加坡，有韓國
官員坦言，只能
以「盡人事聽天
命」的心情，靜
候峰會成果。
此前外界有傳

文在寅將前往新
加坡，與美朝首腦共同宣佈，結束
朝鮮半島戰爭狀態，但青瓦台發言
人金宜謙昨日重申，文在寅將不會
赴新加坡，亦無計劃在峰會後與特
朗普對話。
文在寅估計解決半島核問題需時將

數以年計，美朝韓和其他國家在美朝
首腦會談後需繼續合作，又稱韓朝和
美朝關係互相影響，呼籲韓國人民繼
續支持朝韓對話，包括在本周開始的
軍事、紅十字會和體育範疇會談。

韓以「考生」心態等結果
韓國前日派遣多名官員到新加坡，

包括國家情報院院長徐薰、青瓦台國
家安保室第二副主任南官杓、外交部
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李度勛等，
主要負責傳媒聯絡工作。南官杓啟程
前表示，通過包括總統文在寅在內許
多人的努力，促成今次美朝峰會，韓
方期待會談成功召開，將以「考生」
的心情等待結果。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宣佈退出伊朗
核協議，使伊朗核問題再現懸念，如
今卻與朝鮮舉行峰會，尋求透過會談
達至無核化。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西
米昨日指出，特朗普廢除伊朗核協
議，顯示他並不可信，伊朗「高度懷
疑」美國的行為和動機，呼籲朝鮮保
持警惕，不少伊朗國民亦批評特朗普
欠缺誠信。
患有糖尿病的德黑蘭市民松戈麗

表示，注射胰島素的價格大升一
倍，全是拜特朗普所賜，指責特朗
普一邊撕毀伊朗協議，同時試圖與
朝鮮達成協議，形容特朗普根本不
值得信任。
的士司機艾哈邁德普爾批評特朗普

未處理好伊朗問題，便與朝鮮談判，
反映他並不可靠，認為特朗普已失去
和伊朗合作的機會。
美國前總統布什曾把伊朗、伊拉克

和朝鮮列為「邪惡軸心」國家，並出
兵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部分伊朗
人擔心一旦美朝達成協議，華府下個
目標將是伊朗。

大學生倡效仿金正恩
電子工程師穆薩維稱，一旦特朗普

和金正恩達成協議，華府將繼續對伊
朗施壓，伊朗除了抵抗美國的欺凌政
策外別無選擇。德黑蘭阿扎德大學學
生拉賈比則認為，伊朗領導人或可效
仿金正恩，與美國舉行峰會。

斥特朗普欠誠信 伊朗籲朝鮮警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朝峰會前
夕，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安
倍透露，二人在通話中討論美朝峰
會的基本方針，並再次確認峰會將
提及綁架日本人問題，重申日美韓
對朝方針一致。
日本政府前日派遣國家安全保障

局長谷內正太郎到新加坡，預料今
日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會
面，聽取對方介紹美朝峰會結果。
共同社報道，若美朝峰會就核武、
導彈及綁架日人問題取得進展，谷
內便可能接觸朝鮮官員，探討重啟
日朝談判。

■金大中（左）2000年前往平壤，與時
任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歷史性會面，舉行朝
鮮戰爭以來首次朝韓峰會。 資料圖片

■■特朗普入住的香格里拉酒店可與金正恩的瑞吉特朗普入住的香格里拉酒店可與金正恩的瑞吉
酒店酒店((紅圈紅圈))隔空對望隔空對望。。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攝攝

■朝鮮人員在瑞吉酒店外駐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 攝

「陽光政策」遺憾失敗 冀會面助半島和平

■■韓國民眾日前高舉和平字牌韓國民眾日前高舉和平字牌，，期望期望
美朝峰會帶給半島穩定美朝峰會帶給半島穩定。。 法新社法新社

本港樓市持續火熱，政府推出的「三辣稅」
上月全面以雙位數字上升，其中反映非本地買
家入市情況的BSD升幅最勁。政府設辣稅本為
壓抑樓市，可惜樓市「愈打愈升」，反映「辣
招」被市場消化，在熱錢持續湧動下，本港樓
價已與市民負擔能力嚴重脫節。在土地房屋供
應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難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
當局必須認真考慮構建更合理的居住政策，包
括讓資助性房屋與私樓市場脫鈎，回歸滿足居
住需要的功能，對症下藥解決越來越嚴重困擾
市民的居住難題。

由於近年本港樓市暢旺，樓價屢創新高，已經
成為極速創富的投資工具，部分資金充裕的本地
和海外買家看準本港土地房屋供求矛盾緊張，今
天的高價即是明天的低價，只要能夠負擔樓價及
稅項，都不介意忍受「辣招」而投資入市。上月
三大辣稅SSD(額外印花稅)、BSD(買家印花稅)及
DSD(雙倍印花稅)的成交宗數、涉及稅款大幅上
升，顯示「辣招」只能發揮一時效果，當市場適
應之後，特別是資金充裕又非常看好後市，「辣
招」壓抑樓價的作用就會失效。

「辣招」壓制不了樓價狂飆，如今本港可用9
成按揭上車、叫價400萬元以內的細價盤，已
由年初的206個劇減至約現時70個，恐很快
「絕種」；500萬內的樓盤，業界估計會在2年
內大減73%。私樓上車無望，與私樓價格掛鈎
的資助房屋亦被炒起。最近一些迷你居屋的成
交呎價直逼2萬。普羅市民、即使是中等收入
階層，莫說望私樓興嘆，就快連公屋、居屋亦
「高攀不起」。

房屋雖然兼有投資與居住的雙重功能，但本港
近年樓宇落成量不足，市場資金充沛，不斷強化
房屋的投資功能，作為滿足市民基本需要的居住
功能大大削弱。投資者享受到財富增值、成為贏
家，但中下階層市民收入長期追不上樓價增幅，
即使收入供得起樓亦越來越難以儲夠首期；同
時，高樓價高租金加重社會整體成本，導致中產
向下流動，不利香港發展經濟、鼓勵創新、提升
競爭力，亦嚴重影響社會和諧氣氛。

要解決中下階層市民的居住問題，必須將資
助房屋與私樓市場脫鉤。對於以投資功能為主
的私人市場，當然基本由市場調節，既然加
稅、壓抑需求效果不彰，政府除了努力增加土
地供應外也無計可施；但對於資助房屋，本就
是為滿足市民居住需要，政府應積極研究居
屋、首置上車盤等資助房屋的定價，應與私樓
市場脫鈎，改為與申請人的購買力掛鈎，並限
制資助房屋的流轉，不能再透過補地價流入私
人市場，遏止資助房屋的投資功能，充分發揮
其居住功能。將私樓與資助房屋分離，無能力
購買私樓的市民才有安居樂業的基本途徑。相
比之下，新加坡的組屋定價不與私樓行情掛
鈎，新加坡的私樓價格再高，普通民眾不用擔
心買不起樓，更不用住「劏房」。其成功經
驗，值得借鑒。

居住是市民的最基本需求，解決越來越大的
居住困難，政府責無旁貸，須借鏡別人的成功
經驗，以創新思維，以「取之於土地、用之於
居住」為大方向，重新建構本港的居住政策，
照顧市民的居住所需。

以居住導向重構房屋政策 解市民安居之苦
早前被陪審團裁定一項暴動罪成及承認一項襲警

罪的梁天琦，昨日被判入獄6年；另兩名被告分別
被判7年及3年半。法庭對梁天琦等人作出具阻嚇
性的判決，重申任何對政治民生問題的不滿，都不
能訴諸暴力，再次向社會傳遞明確信息，香港作為
法治社會，法庭必定依法制裁違法暴力行為，不容
政治干擾法治，更提醒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違法暴
力必然失去合法的集會自由，干犯暴動罪受到法律
懲罰更是咎由自取。判決結果和法庭的闡釋，是對
近年不少政治勢力和政棍所宣揚的謬論的徹底否
定，宣告所謂「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是毒化
社會、無視法治、戕害年輕人的精神毒藥。切望港
人尤其是青年勿受誤導，陷入違法暴力的陷阱而自
毀前途。

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給香港法治、社會秩序
造成嚴重衝擊。在近期判決多宗涉及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的案件時，法庭一再強調，政治因
素不是法庭審案量刑考慮的因素，無論任何人、持
任何政治主張，若作出犯法行為，都不能因動機的
所謂崇高而逃避法律制裁。同樣，昨日法官的判詞
亦指出，雖然辯方指案件涉政治及社會背景，被告
與一般罪犯不同，但法官引述數宗英國案件及本地
案件的判刑原則指，法庭不能給予社會錯誤訊息，
以為可以因不滿現狀向政府施以暴力，「因政治訴
求而犯案非求情理由，法庭會毫不猶疑及拒絕」。

近幾年來，在一些政治勢力和政棍的宣揚下，
「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似是而非的謬論氾
濫，以梁天琦為代表的一些年輕人走火入魔，以為
持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就可目中無法，任
意妄為，甚至肆無忌憚地攻擊維持治安的警察，即

使犯法也可借政治主張求情，獲得法庭從輕發落。
但事實一再證明，對法庭而言，任何文明社會的

刑事法均要防止他人將法律掌握於手中，而社會只
有守法及違法之分，法庭有責任判處違法的人。也
就是說，對於刑事案件的判決，法庭就是要避免受
到政治的干預，違法就是違法，不能以政治理由求
情。這對於以為政治理由是「免死金牌」的人，無
異於當頭棒喝。梁天琦被吹捧為「最優秀政治人
才」，「熾熱追求理想」，最終被法庭依罪行嚴重
程度判決，其他欲仿傚者，不應該頭腦清醒，看清
違法暴力的嚴重後果嗎？

香港是法治文明社會，基本法和法律保障市民享
有集會遊行的自由，但前提必須守法。像旺角暴動
之類的行為，明顯超越法治底線，根本不屬於合法
行使集會權利，自然受到法律禁止。正如法官所
指，如參與集會人士一旦涉及暴力行為，他們便喪
失法律給予的集會權利，不能以非法手段行使這些
自由。法官更指出，暴動是集體的暴力行為，選擇
參與暴動的人是「咎由自取」，而其嚴重性在於參
與者以人數達至共同目的，而判刑時不應只考慮被
告的個別行為。

旺角暴動給香港造成很大傷害，影響極其惡劣。
法官對梁天琦及相關被告作出警戒性的裁決，表明
判刑時不會考慮被告的個別行為，「雖然法庭不願
對年輕人判刑，但公眾利益遠比被告福祉重要」，
這就是彰顯法治精神，提醒市民要遵紀守法，不要
以為年輕是違法的本錢，不要以為「法不責眾」。
對於動搖法治根基、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暴力行
為，法庭判刑將公正無私，不會手軟，任何人都不
要重蹈梁天琦的覆轍。

梁天琦判囚6年 法庭宣告「違法達義」是精神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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